
回想當初為何投身教育界，林德育表示小時候
從內地移居香港，遇上不少適應的問題。慶幸當時
得到老師的幫助，每天替他補習，終能升上一間好
的中學。此事令他立志成為一位教師，到今天已為
一校之長。

由老師到校長，林德育認為最大分別是需要重
新思考學校的發展方向。他指學生的品德培育比學
業成績更重要，倘若自小打好生命的基礎，對其將
來發展影響很大。他說，孩子應抱持一顆上進心，
不斷驅動自己進步，做最好的我。

為了培養學生的多元發展，林
校長創設不同的學習機會。去年，
學校透過坊間資助開設一個小食
部。與其他學校不同，小食部由學
生輪流經營，無論是入貨、定價，
以至推廣等，全部由學生一手打
理。過程中，除了增進知識外，更
學懂不少人生道理。 

創設打工體驗活動
同時，他安排學生到區內小店「打工」，進行

另類的生涯規劃。校方還仿照勞工處，設計多份求
職廣告，學生選擇心儀的工作後，需要通過老師的
面試。有的學生到麵包店學做糕餅，有的則到社會
服務處工作，與社工一起探訪區內的劏房戶。「有
學生在幼稚園擔任助教後，告訴我教幼童執筆寫字
原來很困難，體會到當老師不容易」他說。

「記得有一名比較頑皮的學生在雜貨店工作
後，以僅有的零用錢，到麵包店買了一個蛋撻答謝
老闆。看到學生的轉變，讓我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林校長說。最令他感動
的是，有一間麵包店老闆特
意趕及在早上完成工作，騰
出下午親自教授這批小員工
製作糕餅，實在難得。他認
為透過「打工」體驗活動，
讓學生對身邊的事有更多體
會，學會易地而處，感恩珍
惜。對老師而言，亦明白到
要多方面發掘學生。「我們

不只是要一兩個學生發光發亮，而是要讓所有學生
都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他說。

善用校園每一角落
學校是一所火柴盒式校舍，面積不大。林校長

為此絞盡腦汁，善用校舍有限的空間，給同學創設
最好的學習環境。校舍刻意採用鮮艷的顏色，並設
有不同的主題，讓學生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的感覺。例如將走廊的柱用作展覽，展示多元的資
訊，豐富整個學習環境。校舍雖小，但他希望學生
多作情感上的交流，建立緊密的關係。

此外，林校長鼓勵同學多閱讀，增長知識。
他指閱讀是讓學生站在巨人肩膀，用更高層次看世
界。現時學校早上設有「隨書樂坐」時段，全校學
生會自動自覺，帶着自己喜愛的書本，「擔櫈仔」
到某個角落閱讀。他希望學生能趁這段時間，讓自
己沉澱下來。經過一段時間，他發現學生精神面貌
變得不同，上課時更投入。

林德育寄語教師多正面思考，欣賞學生好的一
面。他又指，老師需要不斷追求卓越，時刻思考如
何成為好的楷模，讓社會覺得教師是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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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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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教育制度以考試為主導，以致操練風
氣盛行。學生自小被催谷，失去愉快的童年。
位於葵涌荔景邨的亞斯理衞理小學，自校長林
德育數年前上任後，致力加強生命教育，培育
學生的品德發展。面對有限的條件，林校長推
出多項創新的體驗學習活動，包括到小店「打
工」、「隨書樂坐」等，務求拓闊學生眼界，
從中反思生命。� 撰文：蔡若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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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排學生到區內小店「打工」，體驗生活。

�—訪亞斯理衞理小學林德育校長

優秀教師選舉截止報名日期
延至2017年4月29日

詳情請掃描
QR�code

反應熱烈 徇眾要求

去片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顯
示，珠海市現有兩千多名幼稚
園或小學學童持有港籍戶口，
當中近一千人表示有意在港珠
澳大橋通車後赴港升學。本會
促請香港教育局檢討教育規
劃，並在各項配套上做好準
備，以吸納這批學童。

    珠海巿港籍學童人數上
升，港珠澳大橋亦即將落成，
預計未來將有更多學童來港升學。為此，教聯會委託珠海市教育
局向當地就讀幼稚園及小學的港籍學童發出問卷。結果顯示，
珠海市目前有959名幼稚園的學童持有港籍戶口，小學則有1,193
人。學童家長大多表示願意接受一小時以內之交通時間，這與政
府預算，經港珠澳大橋往來珠海與赤鱲角，約60分鐘的行車時間
相若，故可預計大橋通車後，將吸引這批學童赴港升學。至於本
地學校的吸引之處，在於個人能力培養、國際化的形象及以英語
授課等。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自2013年實施「雙非零配額」後，
最後一批雙非學童已於2016/17學年入學，加上本地出生率低，
來年入讀幼稚園的學童數目勢必減少，未來數年的小一學額需求
亦會大跌。他促請當局檢討現時的教育規劃，以吸納這批跨境學
童，緩解縮班殺校危機。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促請政府加強跨境校巴服務，例如向旅
遊巴營辦商批出配額，並監管收費，在可行情況下盡量配合，以
方便跨境學童上學。理事周劍豪則憂慮大橋通車後，會對附近地
區的交通造成影響，故要求當局未雨綢繆，及早評估跨境的交通
流量，並提升三地口岸的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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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
主席黃錦良、理事周劍豪。

促請林鄭月娥
兌現競選承諾

「影像歷史：香港歷史文化遊」路線設計比賽 接受報名

珠海千港籍學童有意來港升學

教育熱點

教師的生涯規劃
隨著時代急遽轉變，學生問題愈趨複雜，社會

對教育的要求不斷提升。教師只有不斷自我增值，
提升專業能量，才能回應訴求。可惜，林林總總的
問題令教師提升專業的道路障礙重重。

 
眾所週知，本港教師普遍面對繁重的教學工

作，帶職進修空間有限，業餘進修令人無法負荷。
年青、基層、新入職教師因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
影響進修計劃。至於資深教師，全職進修需要申請
無薪假期，一般最多一年；若然休假更長時間，往
往須離開教學崗位，薪級需要從頭計起，要付出極
其沉重的代價，因而無奈擱置進修計劃。

 
政府鼓勵在職教師境外進修

最近，政府先後推出措施，推動教師持續專業
發展。其中今年《施政報告》提出試行為期3年的
「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供教師以帶
薪留職的方式，參與為期1至3個月的短期海外培訓
課程或駐校工作體驗，預料有150名教師受惠。

 
現時，教師培訓課程大多由本地機構舉辦，學

習外國的教學案例，多只能從書本上間接吸收，停
留在理論層面的認知，難於有效實踐。透過此項計

劃，教師能夠親身到其他國家取經，與當地教師互
動交流，突破教學思維原有框架，擴闊視野，直接
觀察外國優良經驗，應用到日常教學之中，令學生
受惠。

 
在職進修 不是福利

計劃原意雖好，但實際操作存有不少困難。
由於中學課程本已緊迫，不少教師為免影響教學進
度，即使生病也要繼續上課，更遑論離開教學崗
位，遠赴外地進修。而且在申請的過程中，須經過
重重遴選程序，回港後又要撰寫報告分享見聞，難
免增加前線教師的負擔。

有見及此，我們建議將境外進修納入現有教
師專業發展框架，配合教學發展，分批裝備教師，
既可省卻大量行政工作，亦有利學校、教師及早規
劃。再者，政府應考慮進一步延長境外進修的時
限，讓部分教師因應實際需要，有更充裕的時間修
讀深造課程，如此，更能有效回饋教學。

 
此外，當局在制訂實行細節時，應詳加考慮業

界的關注，以免日後政策落地「走樣」，徒添前線
的工作量、或出現有資源沒有人用得著的情況。按

政府初步構思，由教師個人提出申
請，做法並不理想。我們建議當局應鼓勵學校為所
有教師規劃相應的進修計劃，循序漸進安排教師參
與，長遠提升本港教育團隊的質素。

 
制定完整的教師進修制度

事實上，建立完整的教師發展制度乃大勢所
趨。政府應考慮設立帶薪進修機制，每名教師相隔
一段年期，能有一次全職帶薪進修機會，為其創造
進修空間，修讀合適的深造課程，更新專業知識，
提升教學質素。與此同時，讓教師可暫時放下繁重
的工作，分階段反思和總結自己的教學，有助提升
教育的生命力，締造雙贏局面。

除了帶薪進修，針對目前高級職位只有行政崗
位的情況，當局應積極研究增設教學專業的晉升階
梯，鼓勵教師在教學上追求卓越，發揮專業引領的
作用，全面優化教育管理與課堂教學。

整體而言，提升教師的專業質素，是改善香港
教育的唯一方法，政府必須有決心，有方向，明確
計劃的定位，帶薪進修不是福利，而是專業能量提
升的必要途徑。

黃均瑜：
邀請政協到校 學校有專業自主權
    〔本報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港台「千禧年
代」節目中表示，政協到校講座一直在做，一年舉行
超過一百場，一般由學校邀請，運作良好；並相信學
校有專業判斷，可全權決定是否舉行。

    全國政協常委會在3月於北京召開會議，並在工作
報告的港澳部分中提出「助推港區政協委員走進校園
開展國情教育活動」。黃均瑜表示，報告的對象是政
協委員，學校不會感到壓力，學校完全可按自己的進
度和需要去選擇。他又認為香港的政協只有百多人，
如能推動全國政協委員也走進學校更好，因各行各業
精英都有，一些精英運動員如姚明或精英科學家，會
很受學生歡迎。對於有人擔心這是洗腦工程，黃均瑜
表示，如果有人來學校講一小時，學生就被洗腦，就
是對學生太沒信心。

    〔本報訊〕林鄭月娥在3月26日
的特首選舉中，以777票勝出，成為
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結果與本會
於2月向教育界同工所進行的問卷調
查一致，教聯會對此表示歡迎。

    教聯會又促請林鄭月娥上任
後，將教育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
並盡快兌現選舉承諾，增加50億元
教育經常開支，同時就如何使用該
筆撥款，廣泛聽取業界意見，以尋
求共識。另外，教聯會於選舉翌日
向同工發出問卷，諮詢如何運用新
增撥款的意見。

    〔本報訊〕教聯會教育政策部於2月18日
舉辦「影像歷史：香港歷史文化遊」路線設
計比賽暨專題講座，邀請了教聯會名譽會長何
景安、香港歷史學者高添強及蘇萬興擔任主講
嘉賓，分別講解「香港在不同時期的地位和作
用」、「日本侵華時香港的戰略價值」及「如
何設定香港文化遊覽路線」。是次講座共有70
多名中小學校長、教師和學生參加出席，出席
者表示對香港歷史和文化甚感興趣，期望以後
能舉辦更多關於這方面的專題講座。

副主席 蔡若蓮

    「影像歷史：香港歷史文化遊」路線
設計比賽獲香港賽馬會贊助，由即日起至4
月28日接受各中、小學學生小組報名。每
組設冠、亞、季軍一名、優異獎7名，冠軍
可獲$2,000百老匯禮券、亞軍獲$1,500百老
匯禮券、季軍獲$1,000百老匯禮券、優異
獎每隊獲$500百老匯禮券。報名表格及活
動詳請可參閱http://hkfew.org.hk/listdetail.
php?cid=209&aid=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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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明珠、潘金英，筆名「英明」，
又稱「格林姊妹」，明珠（妹）為香港
作家聯會理事，於不同中小學出任寫作
班導師；金英（姊）現為香港公開大學
導師。兩人多年來一同創作，致力推廣
青少年及兒童文學，藉此鼓勵人們追尋
夢想，發掘生活興趣，並感受生命的色
彩。她們的作品曾獲中、港、台多個兒
童文學獎項，更被編入中、小學的語文
科讀本及朗誦節誦材。

「我們香港幼師的繪本夢」
　　眾多研究都顯示，繪本對兒童的成
長有莫大益處，十分適合孩子閱讀。可
是一直以來，本港於繪本以至其他兒童
文學作品都十分缺乏，兩位潘老師由此
啟發出「繪本夢」的計劃。「我們深知
繪本的力量不容小覷，曾經聽到有幼師
十分鍾愛繪本，亦夢想能像外國繪本作

家一樣自由自在地創作，奈何因課務繁
忙、分身不暇而擱置。為此，我們希望
用文字妙筆，鼓勵幼師追求繪本夢！」
潘金英老師說。

繪本導賞及創作坊
　　「繪本夢」計劃自去年9月啟航，
兩位老師先後到了10多間幼稚園，為幼
師主持繪本導賞及創作坊。「教師日
常工作忙碌，幸好得到校長支持，工作
坊當天，各位老師都十分珍惜學習的機
會，即使初稿未盡完善，但總算踏出
了第一步，並燃點起創作的靈感和火
花。」潘金英老師說。兩位潘老師期盼
幼師累積經驗之後，再放膽去追尋夢
想，並不斷嘗試，在追夢路上不言敗、
不放棄，堅持創作，闖出美好的天地。

繪本夢繼續追尋
　　眾人的作品，最後收錄在《我們的
繪本夢》之中，並於2月在香港教師中
心展出10天。兩位潘老師更鼓勵同工在
展覽之後，繼續從事繪本創作，堅持追
求夢想。

    兩位潘老師已
巡迴了10多間幼稚
園，為幼師主持繪
本導賞及創作坊。

    「繪本，就是以精美的圖畫，附上簡潔的文字，帶領孩子遊歷時空天地，大開心靈眼界。孩子可以從繪本
感受人性的真、善、美，並深深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人稱「格林姊妹」的繪本作家潘明珠、潘金英老師如是
說。兩人去年獲得「香港教師夢想基金」的資助，帶領並指導一群香港幼師親手創作了一系列作品，並於教師
中心舉行作品展，將無數童真的夢想，繽紛呈現眼前。  本報記者麥家羲

我們香港幼師  繪本夢

    筆名「英明」，又稱「格林姊妹」
的潘明珠老師（左）和潘金英老師（右）。

的

消閒好去處
「印象相傳：香港新版畫」展覽
    位於觀塘海濱道的一新美術館，由即日起至6月10日舉行「印象相
傳：香港新版畫」展覽，展出9位本地藝術家合共44幅作品。當中有35
幅屬於近年的版畫作品，參展藝術家包括尹麗娟、林東鵬、周俊輝、
凌展騰、陳育強、黃麗茵、盧君賜、鍾大富及謝炎安。

「時代‧憶記：活在香港歷史建築」展覽
    尖沙咀九龍公園徑1號由即日起至5月1日，舉行「時代‧憶記：活
在香港歷史建築」展覽，展出珍貴的歷史建築文物及照片，同場亦會
透過互動展品，以及立體掃描影像與模型，呈現香港早期的建築工藝
和文化內涵，並與觀眾分享保育的經驗。

港鐵展廊開放日
    位於九龍站機場快綫1號月台的港鐵展廊現已開幕，逢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開放予公眾人士預約參觀。展廊內有一比一的模擬列車車
卡、列車模型、車票回憶牆、影片觀賞區及多媒體互動遊戲區。參觀
人士可在這裡了解港鐵的過去、現在，以至未來的發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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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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球
風
情

教
師
作
品
精
選

攝影師：黃詩燕老師
拍攝地點：英國白金漢宮
簡介：�即使天氣寒冷，衛兵也堅守他的崗位，來回巡邏。 攝影師：吳偉廉老師

拍攝地點：德國施萬高
簡介：�被譽為「世界最美童話城堡」的「新天鵝堡」位於德國巴

伐利亞州西南部，地處阿爾卑斯山麓。一百多年來，這座
白牆藍頂的經典城堡以其童話般的夢幻身姿，年復一年地
吸引著一代一代的仰慕者。

　　　�迪士尼樂園的LOGO圖案，就是以新天鵝堡為藍本設計
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迪士尼樂園中的童話城堡—灰姑娘
城堡、睡美人城堡的設計靈感，均來自「新天鵝堡」。

拍攝地點：波蘭托倫斜塔
簡介：�波蘭中部托倫市有一座建於14世紀的斜塔。

這座古塔原是作為護城的防禦塔，之後曾用
作為監獄，如今已改裝為酒吧。當地人說這
座古塔的另一作用是證明人的清白。據說只
要站直身體背向斜塔，腳跟升起觸及塔牆，
雙手向前伸直，而整個人又能站得穩固，便
可表示那人清白。

攝影師：吳慧兒老師

拍攝地點：佛羅倫斯
簡介：�「衝上雲霄」曾在佛羅倫斯米開朗琪羅廣場取景，從該處可以俯瞰城

市的全景。黃昏時分，煙霧漫天，餘暉斜照，樹蔭婆娑，紅綠相間，
浪漫醉人。

攝影師：盧穎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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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lub資料
地    址：觀塘成業街6號泓富廣場23樓2306-09室

營業時間：星期日至四：9：30-18：00
     星期五、六：9：30-21：00

電    話：2363 1223

網    頁：www.tclub.cafe

Facebook：www.facebook.com/tclub.hongkong

消閒玩樂好去處
在新一年，T club添置了不少康樂玩
意，包括飛標、麻雀及卡拉OK等，
加上原有的棋類遊戲和雜誌，這裡
絕對是同工的消閒玩樂好去處。

旅遊專區
旅遊專區由合作伙伴弘達旅遊有限
公司主理，專門協助籌辦各類旅行
團。同工如欲與三五知己出遊，或
是打算為學生舉辦交流團，旅遊專
區皆可代勞，免卻一切煩惱。

場地租用
T club設有多個活動室供會員租用，以舉行各類會議、活
動或工作坊。假如活動能惠及教育工作者，T club更會為
你在Facebook上免費宣傳，以及在場內張貼相關海報。

定期活動
T club不時都會舉辦活動如名人飯局或紅酒會，前者
會邀請城中名人分享心得，後者則讓同工互相認識
交流。

Pregio Cafe/

T club的食物全由合作伙伴Pregio Cafe/提供。Pregio
是一家大型連鎖餐廳，向來主打精巧、別緻的菜
餚。Pregio特別為T-club精心創作出獨一無二的菜
單，務求讓同工享受到與別不同佳餚美食。
    

吃喝玩樂在教聯
生 活 品 味 於 一 身 的 悠 閒 空 間

四千呎海景會所
T club佔地四千多平方呎，設有cafe/、生活百貨區、旅遊
專區及茶室，環境開揚、雅緻舒適，並可俯瞰維海兩岸景
色，節慶時到來觀賞煙花更是適合不過。  

專 為 同 工 而 設 ，

集   、cafe/

生活百貨區
T club的生活百貨區是同工的專屬購物區，內有各式各樣
產品出售，設有「專櫃車」及「格仔舖」供會員租用，同
工如有任何自家產品，皆可考慮在T club出售，藉此與他
人分享交流。

  近年，教師的課擔和工作壓力愈趨繁重，偶爾也需要一個作息玩樂的空間，以放鬆減壓、舒緩

身心。為此，本會誠意推薦T club（教師俱樂部）予各位同工。

  T club不單是一間餐廳，更是一所專為同工而設，集cafe/、生活品味於一身的悠閒會所，配合一

星期七天的服務時間，實行「吃、喝、玩、樂在教聯」，好讓教師在百忙中整頓思緒，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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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坊
學生

何寶文（中三）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黑頸天鵝

你在甚麼時候會哭？考試不及格？被師長責罵？被同學取笑？我從
小就很愛哭，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次……

在剛過去的暑假裏，我和爸爸媽媽去了台灣旅行。到了第四天，我
感到格外興奮，因為那天我們會到台北一個十分著名的主題樂園遊玩。我
一向喜歡玩機動遊戲，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了，我決定好好
地在樂園裏玩個天翻地覆！

我興致勃勃地跑進樂園，可是，附近都是一些適合小孩子的遊戲，
這叫我大失所望。我不甘心地繼續往前走，突然聽見不遠處傳來了震耳欲
聾的尖叫聲，原來是遊客在機動遊戲上因害怕而發出的尖叫。我眼前一
亮，心想：這個機動遊戲看起來挺刺激的，而我又符合身高條件……嗯！
就玩這個吧！

可是，未滿12歲的兒童必須要有成人陪同。媽媽素來膽小，於是我
就請爸爸陪我玩。爸爸猶豫了一下，說：「我這幾天患了感冒，今天還是
有點頭暈，不能玩太刺激的遊戲呢！」「哎呀，爸爸，您就陪我玩一次
吧！」我懇求爸爸說。爸爸拗不過我，只好答應了。

這個機動遊戲果然十分刺激，我即使閉上眼睛也害怕得不斷尖
叫。好不容易等到遊戲結束，我卻赫然發現，爸爸臉色蒼白，呼吸十
分急促。我大吃一驚，連忙問：「爸爸，您怎麼了？」爸爸有氣無力地
說：「好……暈……」我嚇得六神無主，只懂得不斷喃喃自語：「不是
吧……」片刻，我找到了媽媽，憂心忡忡地把爸爸的情況告訴她。她嘆了
一口氣，說：「你爸爸患了感冒，本該好好休息才對。況且，他又不是20
多歲的年輕人，又怎能在如此酷熱的天氣下玩那麼刺激的機動遊戲呢？
唉……」

我再也忍不住了，淚水奪眶而出。「爸爸，對不起！如果不是我那麼
任性的話，您就不會……嗚……」爸爸只是摸着我的頭，温柔地說：「傻
孩子，別哭！我休息一會兒就行了。」爸爸不但沒有責怪我，還反過來安
慰我。我哭得更厲害了，流下了懺悔的淚水。我已經不是三歲小孩子了，
為甚麼還是那麼任性？我不斷地責罵自己只顧享樂而忽略了爸爸的身體狀
況。

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都記憶猶新。這件事讓我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
顧及後果，不要那麼任性，否則可能會鑄成無法彌補的大錯，抱憾終生。

某一個練籃球的日子，我去了小西灣體育館練習。
那一次，我和隊友在集訓時，既不認真又不投入，教練就板着臉，

向我大吼：「訓練就要有訓練的樣子，嘻嘻哈哈像甚麼樣子？全隊做體能
練習吧！」我們要做「青蛙跳」、「來回跑」五個、「俯卧撑」……做完
後，教練對着氣喘如牛的我們說：「笑啊！為甚麼現在不笑呢？」我們現
在連擠出笑臉的力氣也沒有。

過幾天，在一場友誼賽中，我和隊友之間欠缺默契，防守有漏洞，
投射又不準，真的潰不成軍……

前三局，我們打得汗流浹背，也只能打成平手。第四局，對方遙遙
領先，我們全都失去了信心。突然，教練喊了暫停。這時，我們都低着
頭，以為他又要教訓我們了，但他不單沒有訓斥我們，還鼓勵我們不要灰
心，說：「你們一球一球地傳，一定要扎實。加油！加油！」聽完教練的
話後，我們的恐懼消失得無影無蹤，鬥志又回來了。

不知是對手輕敵還是我們後勁凌厲，不一會，我們的分數已經接近
了。「拉平！超過！勝利了！我們勝利了！」這時，我們都哭了，教練卻
笑了。這是他在我們面前第一次露出笑容，他的笑容有如雨後的陽光般，
使人雀躍不已。

� 陳紫妍（小六）
香港嘉諾撒學校

� 陳萱（小六）
香港嘉諾撒學校

我哭了

教練笑了 馮翠怡（中三）
梁式芝書院

九份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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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米鴛鴦露 

楊
楊
教
室

材料
黑糯米  150克（約半碗）
西米（細粒）  150克（約半碗）
粟米   200克（約一碗）
冰糖  150克或適量
水  約1.2升（八分滿的碗6碗）
椰漿  150毫升（1小罐）

方法
1.　 將黑糯米和西米洗淨，分別用300毫升水浸半小時。
2.　 將黑糯米連水注入鍋中，用大火煮滾後，轉中火煮25分鐘，收火焗5分
鐘。

3.　 加入西米連水煮15分鐘，邊煮邊攪拌。 
4.　 加入冰糖、粟米和椰漿，煮滾後熄火。

温馨提示
1.　 凍食或熱食均可。
2.　 鴛鴦就是西米和粟米。 
3.　 可用250毫升全脂奶或高鈣低脂奶代替椰漿。 
4.　 可用大粒西米代替細粒西米，較有彈牙的口感，入口較厚，但要將份量

減半及浸三小時。

  （4至5人份量） 





•2.9GHz雙核心Intel Core i5處理器
•Turbo Boost技術加速運行至3.3GHz
•8GB 2133MHz記憶體
•Intel Iris Graphics 550
•4個Thunderbolt 3連接埠

•2.0GHz 雙核心 Intel Core i5處理器
•8GB onboard 記憶體
•256GB PCle-based flash儲存設備
•Intel Iris Pro Graphics 540
•2個 Thunderbolt 3（USB-C）連接埠

•1.4GHz 雙核心Intel Core i5處理器
•4GB onboard 記憶體
•256GB PCle-based flash儲存設備
•Up to 9 hours wireless web
•Thunderbolt連接埠

1.  42mm Space Grey Aluminum Case with 
Black Woven Nylon Band

2.  42mm Gold Aluminum Case with Toasted 
Coffee/Caramel Woven Nylon Band

3.  42mm Gold Aluminum Case with Cocoa 
Sport Band

1.  Space Gray Aluminum Case with Black/Volt Nike 
Sport Band

2.  Space Gray Aluminum Case with Black/Cool Gray 
Nike Sport Band

3.  Silver Aluminum Case with Flat Silver/Volt Nike 
Sport Band

4.  Silver Aluminum Case with Flat Silver/White Nike 
Sport Band

•2.6GHz四核心Intel Core i7處理器
•Turbo Boost技術加速運行至3.5GHz
•16GB 2133MHz記憶體
•Radeon Pro 450配備2GB記憶體
•4個Thunderbolt 3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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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Apple產品
訂購iPhone手機優惠
 

MacBook Pro 13-inch Touch Bar 
and Touch ID（太空灰/銀色）

13-inch MacBook Pro 2016

Refurbished 11-inch MacBook Air

Apple Watch Series 2

13-inch MacBook Air

iPad Air 2 Wi-Fi 128GB

iPad Pro 12.9-inch 4G 128GB（銀色）

Apple Watch Nike＋

MacBook Pro 15-inch Touch Bar 
and Touch ID（太空灰/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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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生日禮物為聖安娜餅
券（6件）一張。

會員生日獻禮

榮華端午糭券

鴻福堂糭禮券

鴻福堂食品券

海洋公園門票
成人$438/張 
會員價$380/張
小童$219/張 
會員價$190/張

迪士尼門票
成人$589/張 
會員價$530/張
小童$419/張 
會員價$38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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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公園門票優惠

產品名稱 會員價
iPhone 6 32GB Gold
買第二部再9折 $4,688 $3,588

iPhone SE 16GB $3,488 $3,188
iPhone 6s Plus 16GB $4,988 $4,388
iPhone 7 32GB $5,588 $5,188
iPhone 7 128GB $6,388 $5,988
iPhone 7 256GB $7,188 $6,788
iPhone 7 Plus 32GB $6,588 $6,188
iPhone 7 Plus 128GB $7,388 $6,988
iPhone 7 Plus 256GB $8,288 $7,888

產品 會員價（張）
榮華極品瑤柱鮑魚翅糭皇券
**指定8間門市換領

$295 $221

糉靚茶香券
包括：蛋黃咸肉糭一隻
   蓮蓉梘水糭一隻
   精選茶葉一罐30克

$110 $82.5

八福裹蒸糭券 $115 $86
風味蛋黃咸肉糭（兩隻裝）券 $86 $64.5
清香豆沙及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糭券
包括：清香豆沙梘水糭一隻
   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糭一隻

$66 $49.5

榮華加瘦招牌臘腸券 $234 $198
截止日期：2017年5月20日。

產品 會員價（張）
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糭（370g） $178 $80
原粒瑤柱紅藜麥海鮮糭（250g） $156 $68
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糭（250g） $158 $69
紫薯桂花粒粒紅豆梘水糭（250g） $95 $49
陳皮豆沙蓮子百合梘水糭（250g） $95 $49 產品 會員價

自家湯套票（10張/套） $360/套
每套送$20贈券1張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
（孖裝優惠）（10張/套）

$550

自家涼茶套票（10張/套） $168/套
購買3套送$20贈券
1張

自家豬腳薑醋禮卡 $40/張
自家蒸飯套票（10張/套） $247/套
自家甜品套票（10張/套） $136/套
$50禮券（11張/套） $350/套
通茶 80g $68/盒

清貨產品 售完即止
「古漢養生精」單瓶裝
會員價$60 
買一送一，加送「鈣之家
族鈣片」（價值$218）

運動貼布（5cm x 5m）
會員價$90/卷

智能眼部按摩儀
通過熱敷、震動、揉壓、按
摩等手法，增強眼部晶狀體
的調節能力，改善眼部血液循環，舒緩視覺
壓力，緩解疲勞，以及有效改善睡眠。
會員價$580

256GB 儲存設備
$13,888 $13,188
512GB 儲存設備
$15,288 $14,588

$11,588 $9,999

$8,188 $4,999

$3,088 $2,888

$7,488 $6,688

$3,788 $3,600

$7,788 $7,088

38mm Case 
$2,888 $2,688
42mm Case
$3,088 $2,888

256GB 儲存設備
$18,588 $17,288

•2.7GHz 四核心Intel Core i7處理器
•Turbo Boost 技術加速運行至3.6GHz
•16GB 2133MHz記憶體
•Radeon Pro 455配備2GB記憶體
•4個Thunderbolt 3 連接埠

MacBook Pro 15-inch Touch Bar 
and Touch ID（太空灰/銀色）

512GB 儲存設備
$21,688 $20,188

教聯保險服務七折優惠 
1. 中國遊保險
　 為往返中國內地旅遊人士而設，確保在旅遊期

間即使不幸患病或遭遇意外，亦毋須顧慮醫療
費用及其他開支損失，並增設「嚴重燒傷」、
「取消旅程及縮短旅程」和「家居爆竊」等項
目。

2. 旅遊綜合保險
　 提供綜合的旅遊保障，包括人身意外、醫療費

用、行程延誤、家居爆竊及緊急運送等主要保
障。

3. 太平旅遊寶
　 危險運動保障，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參與

冬季運動、綁繩跳崖、激流、快艇、水上電單
車、水肺潛水及熱氣球時，遇到意外而導致身
體受傷或身故，均受保障。

4. 家傭綜合保險
　 家傭綜合保險是一項優越而全面之保險計劃，

使僱主及其外籍家傭同樣受惠。既保障僱主在
法律規定下所需履行的僱員賠償責任，亦為外
籍家傭提供醫療診治、牙科病患及住院費用等
保障，實惠又經濟。

5. 居安心保險計劃
　 全面保障家居財物以及投保人在承保單位引致

第三者損傷而需負的法律責任。
查詢：2963 5197 葉毅良先生

• 1.6GHz雙核心Intel Core i5處
理器

•8GB onboard記憶體
• 128GB PCle-based flash儲存

設備
•Intel HD Graphics 6000
•Thunderbolt 2連接埠


	HKFEW1_20170410_C
	HKFEW2_20170410_C
	HKFEW3_20170410_C
	HKFEW4_20170410_C
	HKFEW5_20170410_C
	HKFEW6_20170410_C
	HKFEW7_20170410_C
	HKFEW8_2017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