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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會員提供更舒適的空間，
「教聯優惠物聯網」已遷至17樓
會所，9樓會所停止對外開放。物

期

聯網的辦公時間維持不
變，即早上10時至
下午7時，歡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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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紅磡信義學校黃智華校長

STEM教育近年大行其道。數學科出身的紅磡信義學校校長黃智華不下千次被學生

問道：「究竟學習數學的意義何在？」黃校長說：「學習數學就是學習做人的道理，
數學其實是思維訓練，當分析和解難能力提升以後，自然能應用於其他方面。」
該校早前聯同23所學校和教育機構合辦了第二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共有115

間小學、近1,000名小六學生參加，反應異常踴躍。究竟數學的魅力何在？《教聯報》
為此走訪了是次比賽的籌委會主席黃智華校長。

黃校長認為學生要做有意
  
義的功課，重質不重量。

黃智華校長從事小學教育及行政工
作接近20年，曾執教數學及資訊科技等學
科。對於教學，他認為首要是引起學生
的興趣，自從他來到信義學校，至今每一
科已取消了一本補充練習。「考取60分的
同學，做額外的習作是理所當然；但對於
100分的同學，他們便會質疑補充練習的
意義。太多無謂的功課只會增加壓力，不
但未能改善學業，更會削弱了學習的興
趣」。他強調要做有意義的功課，而非盲
目操練，因此補充練習必須重質不重量。

校長的數學課

STEM「動手做」

去片

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近年大
行其道。黃校長認為，傳統教育著重理論，STEM
則講求應用，能培養年輕人的創意和好奇心。「我
們鼓勵同學要『動手做』，例如早前要他們製作
『雞蛋降落傘』，挑戰如何讓雞蛋從高處跌落而不
破裂，在遊戲裡面思考箇中科學原理，不但使活動
趣味盎然，亦提升了學習效果。」

比賽目前只供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參與，黃校長期
望明年能推廣至其他班級，甚至增設其他科目，繼而衝
出香港，推廣至內地和澳門等。「藉著數學比賽，讓每
位參加者都得以發揮所長，不論是家長、同學和老師都
有所得益。」黃校長又期望透過每年舉辦「小學數學精
英大賽」，能不斷推動本地數學教育，長遠鞏固創科根
基，為本地培育更多科研人才。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6 /17 籌委會名單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新亞洲．名創教育總經理兼社長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系主任及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客席講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總監（學術課程發展）
顧問 前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總監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主席
新亞洲．名創教育出版經理
亞斯理衞理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慈航學校
委員
粉嶺公立學校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福德學社小學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樂善堂小學
聖安多尼學校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主席

黃智華校長認為STEM相比傳統教育更著重應用。

數學比賽 齊心就事成
紅磡信義學校早前聯同23所教育機構合辦了
第二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參與學生、籌委學
校、獎項數量都較去年增加。身兼籌委會主席的黃
校長表示，「舉辦數學比賽的目的，不僅是培養學
生對數學的興趣，更重要是加強學校之間的聯繫，
並提供機會讓同工互相交流」。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頒獎禮大合照。

黃校長又察覺每逢星期六回校參與
「拔尖課」的學生，並非都對數學有濃厚
興趣，於是親自精選有趣的題目，以遊戲
方式與同學互動上課。自此之後，同學對
數學的興趣不但大大提升，獎項由過去每
年20多個，攀升至近年逾100個。
黃校長平時會到不同班級代課，同學
每一次見到他都十分雀躍。他又會定期與
教師一同備課，分享教學理念和心得，實
行「校長影響教師，教師影響學生」。

本報記者麥家羲

黃智華校長
黃燕如博士
陳偉康博士
梁子威教授
盧賢巨先生
康仲賢先生
林克忠校長
曹錫光博士
黃頌詩女士
林德育校長
趙劍眉校長
梁素雲校長
徐起鸝校長
梁冠芬校長
簡淑菁校長
尹浩然校長
蕭偉樂校長
崔家祥校長
楊冬梅校長
余美賢校長
張作芳校長
梁志文校長
李耀寶校長
林淑芳校長
張靜嫺校長
馬嘉健校長
林偉才校長
陳淑兒校長
陳碧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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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狂收訊息 教聯會爭取教師「離線權」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超過9成受訪
中小學教師下班後經常或間中接到同儕、家長
或學生的訊息，其中6成人因訊息過多而感到困
擾。逾8成半教師支持教育局制訂指引，讓教師
享有「離線權」，下班後可以不用回覆即時訊息
或電郵。

左起：副主席王潤強、王惠成、理事胡家偉。

問卷調查

左起：教聯會理事盧巧
  
藍、主席黃錦良、副主席胡
少偉。

50億元新經費
首推改善班師比例

〔本報訊〕教聯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9成受訪
者認為下屆政府應「改善中小學班師比例」（小學
增至1:1.7、初中增至1:2.0、高中增至1:2.3）
（93%）、
「設法將更多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91.8%）、
「關注學童成長，加強學校的生命教育」（91.2%），
以及「增加中小幼學校的行政及非教學人員」
（90.5%）。

調查於1月進行，兩周內共收到逾500個回
覆。結果發現，教師使用即時通訊軟件（主要是
WhatsApp及Facebook）處理學校工作的情況相當
普遍；每天下班後平均花45分鐘處理校務相關訊
息。不少家長向教師發出的訊息均非緊急，例如
詢問孩子在校飲水量、默書範圍等，也有家長因

    〔又訊〕教聯會繼2月發起「百名校長對新任特首
期望」行動後，又於調查公布後向全港學校發出諮詢
稿，收集同工對如何善用50億元的意見。有關意見經
整合後，將遞交候任特首辦。

與此同時，5成半教師指使用有關軟件處理
學校工作利弊參半，逾7成人認同能夠即時發佈
消息，提升效率；近6成表示能加強教師團隊的
溝通。
副主席王惠成建議教育局制訂指引，讓教師
享有「離線權」，下班後可以不用回覆即時訊息
或電郵；學校則因應校情，制訂老師使用即時通
訊軟件與學生及家長聯繫的指引。

賀回歸20周年 教界推問答比賽及慈善步行日
〔本報訊〕為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0周年，教育界33個組
織自發成立了「教育界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籌備委
員會」，推出「歷史、文化常
識問答比賽」和「教育界慈善
步行日@繽FUN嘉年華」賀回
歸。

慶祝回歸20周年歷史、文化常
識一千問》參考書為主，可於
教聯會網站（http://hkfew.org.
hk）及紫荊雜誌社網站（http://
upknowledge.com.hk）下載。

「教育界慈善步行日@繽
FUN嘉年華」將於6月18日上午
9時30分於白石角海濱長廊舉
左起：教育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 二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王惠 行，對象為全港大、中、小、
賽」的對象為全港中小學生。 成、執行主席黃錦良、執行副主席賴 幼 、 特 殊 教 育 界 同 工 及 其 家
人，籌得善款將捐給香港紅十
籌委會執行主席黃錦良表示， 子文。
字會醫院學校。同日的繽FUN
希望透過有關比賽，讓學生更
深入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藉以加強對國家的歸 嘉年華則設有慶回歸表演、攤位遊戲、小手作和
屬感。比賽分「中學組」和「小學組」，初賽將 中式美食等。籌委會執行副主席賴子文認為，活
於5月8日至31日舉行，得分最高的5間學校將進 動既提供機會讓教師減壓，又能幫助有需要的
入6月23日的決賽。比賽題目以《全港中小學生 人，別具意義。

三亞市教育局到訪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提出增加50億
元教育經常開支，教聯會表示充分肯定，並就如何善
用該筆款項，於3月底向同工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到
1,717份回應。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根據調查結果，教聯會
期望政府優先處理5大訴求，包括改善班師比例、增
加常額教席、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和增加非教學
人手、調高幼稚園資助額及設立幼師薪級表、加強生
命教育。副主席胡少偉表示，現時最大的爭議不在教
育界，而是立法會議員會否妥協不拉布，讓撥款於9
月到位。教聯會又希望政府委任熟悉教育、肯承擔的
人出任下屆教育局局長。

教師未能即時回覆而向校長投訴；教師擔心不即
時回覆會被指不盡責，亦有同工反映下班後不斷
收到訊息令人精神緊張及失眠。

〔本報訊〕三亞市教育局局長吳萍率領6人代
表團，包括三亞市第一中學校長萬輝、三亞市第九
小學校長呂銳、三亞華僑學校董事長何堅、三亞華
僑學校董事長助理楊小平，以及三亞市局督導室
主任韓雪，於4月25日到訪教聯會，本會主席黃錦
良、理事潘笑蘭、秘書長容向紅、總幹事韋以建、
副秘書長譚建新出席會晤，雙方就兩地教育議題交
換意見，並探討如何加強合作。

教聯會歡迎增180億元教育開支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4月26日於立
法會宣布將今年2月至3月多出的180億元盈餘預留
作教育用途，包括加強高教界的學術和科研發展
資源。教聯會對此表示歡迎，並希望政府在推動
高教創科發展的同時，增加對基礎教育的支援，

包括增加STEM教育撥款、設立校舍緊急維修基
金、重設「肥雞餐」，以及設立青年進修獎學
金，供持有副學士資歷、年齡在40歲以下的青年
申請，以在境內外報讀銜接學士學位的課程，以
提高本港青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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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關愛校園 重視身心靈成長
— 訪佛教黃焯菴小學陳瑞良校長

佛教黃焯菴小學一直秉承校訓「明智顯悲」的精神辦
學，在區內紮根逾半世紀，為社會培育不少人才。校長陳
瑞良自數年前上任後，以「智慧．關愛．真我」為發展方
向，致力營造關愛的校園氛圍，培育學生的身心靈成長，
去片

讓其活出豐盛的生命。

撰文：蔡若蓮

左起：陳瑞良校長，蔡若蓮校長。

致力營造關愛校園
陳校長致力營造關愛的校園文化，為孩子創
設愉快的學習環境。他指，只有孩子在學校感受
到快樂，才會更主動投入學習，建立自信心。學
校強調「教、訓、輔」三合一的精神，推行班級
經營，發展正向價值和品格教育，使學生在良好的
學習環境中薰陶成長。
「學校是一個更大的家
庭，要形成關愛的文化氣
氛，除了教師的投入外，亦
需要家長的支持。倘若家長
能夠配合學習，最終得益的
都是孩子」陳瑞良說。過去
舉辦正向成長活動，讓學
生請父母吃雪糕。

校園閱讀文化濃厚，讓
中學會學習。

學生從閱讀

數年，他積極推動家校合作，除了舉
辦全校家長觀課日外，亦定期邀請家
長聚會，又曾親自與家長分享與孩子
伴讀的心法，重視溝通和交流，彼此
建立信任，藉此與家長彼此輸送正能量，建立互
信，消除誤解。
此外，學校亦貫徹推行小班教學，為學生提
供真正參與學習的機會。他指小班教學能夠為教師
釋放空間，認識每個學生的強弱項，從而加強個別
照顧，使師生關係更密切。上任以來，陳校長每年
都為學校增添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項目，例如：手
鐘、非洲鼓、欖球等，為的是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
同的興趣活動，尋找自己的喜好，開啟他們的多元
潛能。這些在課內、課外的心思，充分發揮小班的
特色，讓學生感受到愛與關懷，為生命帶來正面的
改變。

冀教育局為教師拆牆鬆綁

每年均舉辦全校家長觀課日，加深家長對學校的了解。

過去十年，小學由半日制過渡至全日制，教
師的工作出現很大的變化。他以STEM教育為例，
小學教師大多是文科背景，對數學及科技欠缺信

舉辦活動促進學生的身心靈發展。
  

陳瑞良在這所學校擔任校長前，曾在教育
局負責語文教學支援工作。由教育局到重返前
線，他認為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專注於語文課程
及教學策略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作為校長，涉
及範疇廣闊，無論是人事管理、財務審批，抑
或是關顧學生、校舍維修等，均需要兼顧周全。

心，以致在推行上有不少限制。他認為當局必須檢
討教師人手編制，並加強相關的專業培訓，以配合
新政策的推行。硬件方面，他指目前有不少校齡高
的學校設施急需改善，批評當局只從行政角度考慮
校舍維修問題，期望給予更多支援，讓這些校舍與
時並進，跟上課程發展的需要。
對於本港教育的未來發展，陳校長認為政府
必須對教育有前瞻性。他說，很多時候教師有很多
新的點子，但無奈面對政策的限制，無法實踐抱
負。他期望下屆政府在課程和資源方面，給予學校
更多彈性和支援，並檢討目前的考評制度，為教師
拆牆鬆綁，以發揮創意，為教學創造更多新元素。
這些年來，陳校長目睹教育政策不斷推陳出
新，包括照顧學生多樣性、自主學習等。面對浪接
浪的教育改革，他寄語前線同工毋須不斷追趕潮
流，反而應檢視學校自身的優勢，因應校情將教改
的元素逐步融入，以發揮獨有的校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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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

環球風情

攝影師：伍候琳老師
拍攝地點：台南墾丁
簡介：民宿外的美景—船帆石及無邊際的大海。

▼

攝影師：陳老師

拍攝地點：雲南元陽梯田
簡介：中國雲南元陽梯田是攝影發燒友拍攝日出日落的熱門地之一，
這裏已有千多年歷史，規模宏大，景觀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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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創作坊

老鷹看世界

未來的城市

梁梓昕（小六）
香港嘉諾撒學校

植景濤（小五）
福榮街官立小學

關愛及尊重

我最喜歡的節日

陳祉臨（小三）
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陳韋言（低班）
保良局曹金霖夫人幼稚園



因禍得福

林世杰（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故事相信不少人都曾聽過，實際上，在我們現實
生活中也有不少的例子，就在這個暑假，我親身體驗了一次因禍得福的經歷。
今年暑假，父母帶我回去老家四川遊玩，可是我不幸地把我的手提電話和
電子遊戲機遺留了在家中。我發現的時候簡直是晴天霹靂，因為對於我們這一
代年輕人來說，電子產品可說是賴以維生的必需品，沒有了這些物品的生活，
可說是生不如死的！身在四川的我一度向父母提議縮短行程，提前回去，可是
我們訂的是來回機票，如此「無力」的理由、「荒謬」的建議，父母根本不會
理會。
我本以為這15天是度日如年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沒有了電子產品，在
屋中百無聊賴的我，只好到外面走走，解解鬱悶。我沿着老家門前的小路走，
走着走着，竟發現眼前看到的風景竟是如此的不一樣！眼前的天是那麼的藍，
水是那麼的清，空氣是那麼的清新，怎麼我以前回鄉不曾察覺的呢？父母說的
對，我老是窩在家中打電動，即便外出，也只會低頭看手機，已不知錯過了多
少風光。
就這樣，在這短短的15天裏，我不是獨個兒到附近散步，便是跟着父母四
處觀光。父母帶我乘船看樂山大佛，到峨嵋山賞雲海，換成平日的我，只會顧
着在臉書上「打卡」，用電話拍下到此一遊的照片，根本沒有心思欣賞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前人建築的瑰麗宏偉。原來，這些景色比打電動有趣得多，難怪
人們總是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可說是真切體會到了！
而在與親友的飯局中，我因為沒有了電子產品的誘惑，與大家都聊得份外
起勁，對於長輩的問候、提點，我不再隨便敷衍幾句了事，開始嘗試融入他們
的話題。我慢慢地和別人談起話來，從剛開始小聲的私語，到最後和親戚們閒
話家常、談笑風生。不知不覺間，我從昔日那死氣沉沉、腼腆寡言的形象中爬
了出來，連親戚都驚歎我的改變，說我成熟了不少！
當禍來臨時不一定全然是壞的，曾聽人說過上帝拿走希望之火時，必會給
我們留下一些可喜的東西，只要懷抱希望，積極面對，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
穫。就如我一樣，若不是今次「大禍臨頭」，被囚於四川，我根本不會發現手
機外的世界是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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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作品
初中組亞軍：香港道教
聯合會青松中學王楚舜
老師、曾泳蕊同學及
秦詠琳同學。

推衾送暖，心柔如月
材料：

菜式介紹：

新鮮活蝦
鯪魚肉
冬菇
馬蹄
竹笙
蟹味菇
芫茜
水豆腐（布包豆腐）
蛋白
薑、蔥

適量
適量
1粒
1粒
適量
少許
少許
7件
1隻
適量

調味料：
胡椒粉
鹽
生粉
上湯
料酒

適量
2茶匙
1茶匙
1碗
適量

這道菜式共有五層，
第一、三、五層是豆腐，
代表母親柔軟的心，也表
示母性的溫柔；第二、四
層分別是馬蹄蝦滑和冬菇
鯪魚肉，代表不同階段的
子女；蟹味菇屹立在兩磚
豆腐菜式之間，仿如一家
之主的爸爸，維繫着家
庭。
這道菜式以健康材料
豆腐和南瓜為主，想帶出
父母的無私奉獻和子女
的永遠孝順父母，仿如豆
腐四季都可生產，不受限
制，永恒不變。

做法：

1.	用料酒、薑、蔥將竹笙及蟹味菇煮熟，備用。
2. 將蝦洗淨去殼，用紙巾吸乾水分，用菜刀每次
將2至3隻蝦逐少拍打成膠，將1茶匙鹽及少許
蛋白加入蝦膠中拌勻，馬蹄切粒，拌入蝦膠。
3. 冬菇切粒拌入鯪魚肉。
4. 豆腐洗淨切件，用餅模切成圓塊，並切成每片1厘米厚度。
5. 於餅模下層放一片豆腐，沾少許生粉，鋪上一層鯪魚肉，再鋪一片豆腐，沾少
許生粉，鋪上一層蝦膠，再鋪上一層豆腐。
6. 放入沸水鍋中猛火隔水蒸10分鐘。
7. 南瓜切片，放入上湯煮軟，加入調味。
8. 南瓜湯放入攪拌機中攪拌，並再將南瓜汁倒入鍋中加入生粉煮至濃稠。
9. 將豆腐放在盤中，倒入南瓜汁、竹笙、芫茜及蟹味菇作裝飾。

民間偏方

「抗癌5寶」餓死癌細胞

消閒好去處
「小腦袋 • 大夢想」兒童藝術作品展2017
Rainbow Creative Arts一年一度作品展，將於5月27及28日，於沙田大會
堂展覽廳舉行。是次展覽主題為「小腦袋．大夢想」，屆時將展出38份
精采作品，以及一系列畫家的最新商品。除此之外，同場還有工作坊及
攝影專區，家長不妨與孩子一同參與，在藝術中擴闊思考空間。

「反轉香港」攝影展

在網路上看見有人引述《Juicing
For Health》網站報道，奧地利
Rudolf Breuss醫師致力於尋找癌症的
天然療方。經過多年的研究，他研發
了一種能殺死癌細胞的「42天蔬菜汁
斷食法」。

「蔬菜斷食法」如下：
•1根大型有機甜菜
•1根中型有機胡蘿蔔
•3至4份有機芹菜
•半顆有機馬鈴薯
•1根有機黑蘿蔔

位於上環太平山華里3號的ZZHK Gallery，即日起至6月3日，展出「反轉香
港」攝影展。「反轉香港」收集了兩位攝影師，以不同視野拍攝香港的作
‵ZE，他醉心紀錄高樓
品，一位是來自法國的ROMAIN JACQUET-LAGRE
大廈，從向上延伸的垂直角度，拍下極具香港特色的“Vertical Horizon”。
另一位是本港攝影師TUGO CHENG，他用航拍機由上而下的俯瞰角度，
拍下精采的“City Patterns”。

該醫師獨創的「蔬菜汁斷食法」
非常嚴格，方法是42天內僅能食用水
果、蔬菜或草藥汁。因為癌細胞與正
常細胞的代謝方式不同，他相信可以
藉由不食用任何固體食物蛋白使癌細
胞死亡，且不會傷害到正常細胞。

將這些食材打成汁，過濾。一天不應飲
用超過半公升。然而，該斷食法被認為僅對
癌症初期患者有效（細胞未快速增生、未擴
散者）。若為癌症晚期患者（已經嘗試過多
次化療、放射治療和手術）或是癌細胞快速
增生者，則不建議使用此法。

雀巢「新鮮大道Freshness Avenue」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雀巢牛奶公司將於5月20及21日，於大埔超級城地下C區舉行「雀巢新鮮大
道Freshness Avenue」，以互動益智的4D遊戲如「乳牛親體驗」、「日日新
鮮互動遊戲」等等，讓公眾體驗旗下產品的製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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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AY SALMON EXPRESS漁鮮快遞訂購產品 5及6月精選優惠

Samsung Galaxy S8及S8+接受預訂
引入無邊際顯示，突破手機屏幕限制，
不受邊框所限，打造同等尺寸Galaxy智
能手機中最大、最逼真的屏幕，更可輕
易一手掌握。
產品系列：
S8（屏幕5.8吋）
楓木金、幻紫灰 64GB
S8+（屏幕6.2吋）
珊瑚藍、星夜黑、幻紫灰 64GB；
幻紫灰、珊瑚藍、星夜黑 128GB

紐西蘭鱈魚柳（440g/4件）

珍寶2L廣島蠔（1kg/26至35粒）

$48 會員價$38

$145 會員價$118

$128 會員價$98

教聯會牙科保健計劃

iPhone 6 32GB Gold

詳情請聯絡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會員價$3,588
購買第二部可享9折
優惠（$3,230）

真（生）松葉蟹腳肉
（500g/約15至18條）

Beurer德國FT65多功能體溫計
快速測量耳腔及前額體溫，並可測量
物件及液體表面溫度。設有高溫提示
功能，可儲存10次測量結果。
$445 會員價$300

每月特惠 阿膠250克
阿膠與人參、鹿茸並稱「滋補三大寶」，有助
改善體質虛弱，增強免疫力，緩解疲勞乏力，
補氣養血，延緩衰老。
$980 會員價$580/盒

長者安居協會「平安服務」
Jumper JPD-FR200
紅外線非接觸式額頭溫度計

由即日起至8月31日，教聯會會員惠顧長者安居協
會的服務可享以下優惠：

非接觸式測量，多功能測量體溫、環境溫度或實
體溫度。背光液晶顯示屏，具溫度校準功能。

1.「平安手機 」服務
豁 免第23及24個月平安手機 服務月費，另加送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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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隨身寶 」服務
以優惠價$1,650享用首6個月隨身寶 服務。
4.「智平安 」服務
以優惠價$1,680享用首12個月智平安 服務，另加
送$100超市禮券
5.「平安組合（平安鐘 +平安手機 ）」服務
以
 優惠月費$270享用服務。

$320 會員價$230

OMRON血壓計（  JPN600）
心律不齊及血壓水平檢測，90組記
憶，最近3次平均值。日本製造，
12個月保用。
$939 會員價$690

橡筋帶運動訓練課工作坊
內容：本 工作坊除了教授基本的動作外，
亦特別加入針對教職員常見傷患的
預防動作，以改善不良坐姿及減低
受傷的機會。
講者：陳慧瑩小姐（資深註冊物理治療師，
曾是備戰北京奧運康復專家組成
員，現為綽力物理治療中心主診物
理治療師）
日期：6月17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12時至下午1時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名額：50人（會員優先報名）
費用：全免
服飾：運 動服及自攜橡筋帶（最好紅色），
亦可即場以$50優惠價購買（須預訂）
報名：https://goo.gl/uejGsB
查詢：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2963 5195郭志樂先生

「手沖咖啡工作坊」
區本免費專題講座（新界西）
日期：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東涌富東
邨 - 近東涌港鐵站D出口，步行約2分鐘）
對象：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的老師及教
職員（會員優先）
收費：免費
名額：40人（每位參加者可選擇攜同1名親友參加）
https://goo.gl/forms/
報名辦法：點擊		
KjNI7tCs6386WVyH3
或掃瞄右方QR Code
於網上報名。
查詢：5392 7467（李小姐）

教聯躲避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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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生日禮物為聖安娜
餅券（6件）一張。

躲避盤是以軟飛盤取代躲避
球的運動，融入飛盤運動的
投擲與飛行的技巧。此運動
對體能需求不高，而且在細
小的場地也能進行練習，因
此十分適合在香港推行。
會員價$19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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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