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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教師對校園偷錄
的看法，教聯會於11月進行問

卷調查，收到逾200份回應。結果發
現，近3成教師反映曾有學生在課堂上偷

錄教學情況，較去年增加8%；逾2成人指曾
有學生在校內公共空間（如操場、走廊）偷錄教

師，較去年上升6%；逾7成教師擔心被偷錄，亦較
去年增加8%；逾2成受訪者指偷錄者公開發布偷錄
教師的片段，反映校園偷錄情況日益嚴重。
　　調查又顯示，偷錄者多為學生（95%）和家長
（49%）。受訪教師一致認為學生偷錄行為破壞校園
的氣氛（100%），亦影響課堂運作（98%）和欠缺對人

的尊重（96%），因一時貪玩也不是可以
接受的理由。

加強品德教育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校園偷
拍或偷錄主要有三類，包括攝錄課堂
情況供個人學習需要、惡意中傷他人及
投訴用途，其中惡意中傷佔多數。他認
為學校應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和家校溝
通，以遏止偷錄之風蔓延，並強調偷拍
涉侵犯個人私隱，或令學生誤墮法網。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指，不少偷錄
行為均出於惡意，她舉例說，曾有女教

師被拍下打噴嚏流鼻涕的尷尬場面，片段其後被公
開發布，惹來嘲笑和中傷，對當事人亦造成困擾和
傷害。

向偷錄說「不」
　　調查又發現逾2成受訪者指校內教師曾以偷錄作
為投訴證據。王惠成強調成年人應該以身作則，向
各種偷錄行為說「不」。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建議辦學團體和政府拒絕
處理匿名的偷拍投訴，指偷錄所得多被視為未經核
實的舉證，以法庭審理的尺度，難作呈堂證供。

　　針對一些特別事件，胡少偉認為要靠偷拍才能
揭露不公義只是特別案例，但每個學生都有機會
成為被偷拍的受害人，強調「向偷錄說不」是要保
障所有人。他補充說，學校並非封閉環境，過去即
使沒有偷拍都能靠社工揭露不少學童需要保護的個
案，現時亦有很多投訴途徑，呼籲師生、家長和社
工加強溝通，理性解決問題。

    左起：副主席胡少偉、王惠成、林翠玲

校園偷錄成風
          教師人人自危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校園偷錄情況日趨嚴重，逾4成教師指校內曾發生

偷錄事件，逾7成教師擔心成為被偷錄的對象；受訪者均齊聲譴責偷錄行為破壞校園

氣氛。教聯會呼籲學校以身作則，向校園偷錄行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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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選禮品一份。

女教師流鼻涕遭偷拍訕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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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港約有3萬名非華語學
生，他們擁有香港人的身份，升學就
業的機會和其他學童完全一樣，應當
可以融入香港生活，過平等和諧的日
子。但事實上，非華語學童在文化和
語言方面，均與本地學生有很大差
異，學習路上因中文水平不足而障礙
重重。

首先談非華語幼童學習中文的問
題。不少研究指出，學習語文的黃金
時間在學前教育，孩子愈早接觸新的
語言和文字，學習效果會更佳。對非
華語學童來說，盡早接觸中文，對其
日後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十分重要；但
現時政府未有為幼稚園非華語學童提
供實質的政策支援，令他們錯過學習

教育熱點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問題 副主席 蔡若蓮

中文的最佳時機。

此外，非華語家長不諳中文，未
能為學童提供課後學習語境，亦是一
大障礙。樂施會去年底的研究發現，
近6成非華語家長表示不能閱讀中文，
四分之一人不懂說廣東話，近8成受
訪家長指幼稚園是子女唯一學習中文
的地方。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的認識
不足，亦不熟悉相關的教育服務，往
往未能接觸及掌握升學資訊，當務之
急，應加強對非華語家長的支援。

早前免費幼教委員會建議，為取
錄8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提供
額外資源。不過，業界批評建議不切
實際，多數幼稚園只收少量非華語學

童，因而得不到應有支援。即使達到
收生門檻，相關資源亦不會按學生人
數遞增，對錄取大量非華語學童的幼
稚園不公。因此，建議政府考慮改以
取錄人數按比例批出撥款，善用資
源。

中、小學方面，教育局近年推出
一籃子支援措施，其中包括提供「中
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增
設新高中應用學習（中文）課程等，
但成效未彰。2014/15學年，當局把
新高中應用學習（中文）課程與資歷架
構第一至三級掛鈎，作為非華語學生
另一項中文資歷。不過有人質疑，有
關課程始終不能等同中學文憑試的資
歷，非華語學生的升學之路仍崎嶇不

平。而且，對非華語考生
而言，由於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缺乏足夠
的基礎知識，難以應付中學文憑試的要
求。

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取消「指定學
校」政策，將非華語學生分配到普通學
校學習，此舉有助推動校園共融，值得
肯定。不過，現時大部份學校只錄取少
量非華語學生，如何在人手和資源方面
加強支援？長遠而言，如何讓非華語學
生得到更適切的照顧？

香港一向包容多元文化，不同種族
一同生活。筆者盼望政府盡快檢討現時
對非華語學童的支援措施，讓少數族裔
學好中文，以應付升學就業的挑戰，早
日融入香港社會。

〔本報訊〕政府就2016年《施政報告》及2016/17年度
《財政預算案》展開諮詢，教聯會於11月11日提交了20點建
議，簡述如下：

1.�� �凍結來年全港中一班數，以求不殺校和保全港中學教師教
席。

2.� �盡快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及設立教師薪酬架構。
3.� �加快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以改善教師同工不同
酬的情況。

4.� �增加資訊科技教育撥款，改善資訊科技教育以提升教學效
能。

5.��改善年輕教師入職環境，調整教學助理的待遇。
6.� �檢討小學校長薪級，調整薪酬以吸引領導人才。
7.� �正視小三TSA操練成風，認真檢討及優化TSA。
8.�� �正視鉛水對學校的影響，資助學校驗水及添置濾水器。
9.� �支持教學語言政策的穩定，要求對英中和中中一視同仁。
10.�檢討新高中學制課程框架，調整科目比重及檢討應用學習
課程，正視家政「亡科」困局。

11.�加強對青年置業和創業的支援。
12.�承認資歷架構資格，優化資歷架構對課程的評審制度。
13.�加強對副學士及自資院校的支援。
14.�加強資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及非華語的專上學生。
15.�加強非融合生家長的家長教育，提升他們對融合教育的支
持。

16.�延伸書簿津貼至幼稚園，津貼幼兒學生購買學習素材，及
加強對融合幼兒的支援。

17.�校舍維修工程經費申請困難，要求政府增加校舍維修及翻
新工程的開支。

18.�提高中小學教師病假計算準則，容許學校實報實銷教師的
病假。

19.�加強師生的歷史教育及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理解。
20.繼續加強兩地教育交流。

（「對《2016施政報告》教育施政的20點建議」全文已上載
本會網頁，歡迎瀏覽）

對2016教育施政的20點建議
蔡若蓮、連文嘗與新校長交流治校心得

〔本報訊〕教聯會於11月24和26日為本學年的新任中小學校長舉行了兩場午餐講座，分別邀請
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和前培僑小學校長連文嘗主講，與同工交流管理學校的經驗和心得。

蔡若蓮的講題為「校長的危機意識」。她表示，假如校長「無知、
無覺、無責任」，本來簡單的事情，也會演變成危機；假如危機出現而
沒有及時處理，隨時會演變成另一個危機。要應付危機，她認為千萬別
心存僥倖，一些心理上和實際上的準備，包括熟悉行政程序、接受相關
培訓，評估潛在風險、成立危機處理小組等，都能協助校長處理突發的
情況。

連文嘗的講題為「如何塑造學習型的組織文化？」。他列舉了何謂學
校的好與壞文化，指出校長是領導學校文化責無旁貸的靈魂人物。他以自
己在培僑小學的經驗為例，闡釋如何建立、轉化和重塑一所學校的文化，
包括利用會議展示學習、透過觀課鼓勵追求卓越等，來建立通透的共同價
值、營造專業的學習文化，貫徹落實「人人學習、互相關懷」的理念。

� � HONG�KONG�FEEL（http://hk-feel.net）網上電台成立於2014年3月，以教育議題
為主，面向教師、學生和家長三大群體，深入教育、社會和消閒等方面，務求做到有
Sense、有眼界、有觀點。今期推介項目有：

痛症不求人 

� � 本集嘉賓為�Jay教練和Paul教練，教導大
家如何以簡單的推拿和伸展動作，配合小巧工
具，舒緩各種因勞損而產生的痛症。Paul曾為
大型金融機構職員提供相關訓練和指導，絕對

了解白領一族如何受肩頸痛或其他勞損困擾。
想知道如何利用按壓和呼吸輕鬆緩解痛症？現
在就一起看看兩位教練的親身示範吧！
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ELisimryTwk&feature=yo
utu.be

感恩天地

� � 何謂一本好書？今集感恩天地的嘉
賓�Johnny�Sir總會在背包中放一兩本書，他選
書的原則很簡單：看就對了！自問喜歡閱讀的

朋友，想知道這位成功企業家怎樣挑選好書的
話，就不容錯過啦！
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IQBvZ_HRW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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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還TSA原意   消除操練誘因
〔本報訊〕教聯會於12月3日發表評論，指

「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已變成政
治炒作，教聯會對此表示憂慮，並呼籲家長保持
冷靜，勿讓子女成為政治磨心。教聯會又要求教
育局採取行動，包括不向學校公布小三測試的結
果，以及抽樣進行測試，以杜絕操練的誘因，從
根源解決問題，還原TSA的原意。

教聯會表示，小學三年級的TSA近日出現了
令人擔憂的情況：一是小學生也被動用，捲入了
政治漩渦；二是有報道指家長團體擬醞釀罷課。
教聯會對於以上兩種情況感到憂慮。

教聯會理解家長愛護子女，是人之常情。但
面對社會上的政治炒作，家長宜保持冷靜，切勿
讓子女成為政治磨心。

教聯會認為，TSA是教育專業的問題，但也
涉及學生和家長，因此，需要在專業和民意之間
取得平衡。

教聯會指出，TSA在落實執行上出現異化，
是不爭的事實，異化的根源正在於教育局。顧名
思義，TSA是一個系統的評估，理論上不針對學
生，也不針對學校，純粹是通過測試去評估全港
基礎教育的整體概況。可是TSA推行了十多年，
從未聞教育局如何利用測試數據去回饋整個基礎
教育系統，而只是針對個別學校達標與否，結果
造成了學校操練的根源。

教聯會認為，要解決操練的弊病，必須讓
TSA回歸原意，並建議教育局：

一、小三測試的結果不向學校公布，以消除
操練的誘因；同時，教育局有責任就每年測試所
發現的問題，向社會公布，做法類似考評局每年
公布考生整體表現一樣，以供社會參考。

二、既然是系統評估，大可抽樣進行，情況
類似人口普查一樣，每十年才進行一次全港性調
查，期間只需每年抽樣進行便可。由於學校無從
預計哪一年會被抽中，也消除了學校從小操練學
生的誘因。

向立法會交「全港性系統評估」意見書
〔又訊〕教聯會於11月29日向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全港性系統評
估」（下稱TSA）特別會議遞交意見書，
要求政府盡快檢討和優化小三TSA，並
提出6項改善建議，包括充分聆聽前線教

師及家長的聲音，消除小三TSA操練所
帶來的流弊、調校小三TSA題目的深淺
程度、善用小三TSA的數據，系統地檢
視和追蹤整個教育制度的不足，並向學
校提供更到位的支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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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土耳奇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
簡介：�筆者在四年前到此旅遊時攝。當熱氣球慢慢地升到半空，

筆者站在觀光熱氣球籃內影出去，眼見數十隻大小不一、
色彩繽紛的熱氣球在空中飄揚，感覺非常壯觀。當時從來
沒有意識到這是很危險或可以致命的活動，所以每次看到
這張相，都覺得很感恩。

攝影師：黄桂英老師
拍攝地點：土耳其奇石林
簡介：�奇石林怪石嶙峋，圖為晨曦乘坐熱氣球時俯瞰的遠景，可見石林

形狀怪異，內有洞穴供人穿梭。圖中的熱氣球圖案是土耳其國
旗的顏色及圖案，附近有紅色小屋及酒店，視野一望無際，蔚為
奇觀。

攝影師：羅霆輝老師

專業分享

對新高中歷史科課程的幾個迷思（下）
朱志明老師 （培僑書院）

對人物的迷思
歷來重要歷史人物對國家以至世

界歷史發展的影響是歷史學習的其中一
個切入點。梅特涅時代、德意獨立運動
中的加富爾、卑斯麥；二次大戰間的希
特拉、墨索里尼、史太林等人所做的事
情，所推行的政策，我們那一代人都還
記憶猶新。

以往公開考試常要求考生比較歷
史人物的相對重要性，或論述某個歷史
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在新高中課程下，
撇除19世紀的歷史人物，教科書對20
世紀重大歷史人物的記述相對較少，以
往著名的希特拉國會縱火案、墨索里尼
的進軍羅馬、史太林的大清洗、羅斯福
的新政不再復見，而近年在公開考試以
歷史人物為主體的問題亦較少出現，除
了在2015年應屆公開考試中，在論述題
有關中國歷史部份涉及對四位重要歷史
人物的認識，分別是孫中山、蔣介石、
毛澤東及鄧小平，學生需要對他們的影

響有較多的了解外，其餘多屆考試均較
少詳細問及特定歷史人物的重要性。新
課程讓人感覺對歷史人物的論述減少
了，尤其是兩次大戰間的重要人物。在
時、地、人的互動當中，如何定位特定
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而新課程
所帶來的一套歷史觀念又對學生建構他
們的歷史知識有何影響，是近年另外一
個迷思。

結語
我們那一代人是從舊的歷史科課程

走過來，對那時候我們所接觸的多有情
意結，歷史老師又多喜歡作不同比較，
很自然將新高中課程與十年前的課程作
出比對，因而產生了不少迷思。筆者參
與本科相關的座談會、講座、專業發展
交流會時，與不同的同工接觸，深感歷
史科教師都滿懷熱誠，儘管本科尚未得
到學子的廣大歡迎，但彼此都期望能更
完善歷史科的教與學，以讓本科得到更
多的認同。

如何能睡得香甜？相信這是每
一個現代都市人最想知道的問題。

睡眠是身體的自然功能，由
身體的荷爾蒙和生理時鐘掌控，不
能強求。很多人在早上要起床上班
時都會賴床，但如果能在睡時關燈
關窗簾，到早晨鬧鐘響時第一時間
起床開窗簾，讓陽光走入睡房，迎
接自己起床，身體的荷爾蒙收到訊
息這是日間，就會減少起床的抗拒
感，這就比賴床好得多。

有人投訴常常睡得不夠，也
有人埋怨晚晚失眠。要睡眠健康，
就要有良好的睡眠習慣，即是要
令睡眠有固定時間、固定規律、固
定地點、固定環境，天天相同。睡
眠的房間，不能用作工作；看電視
吃飯工作的客廳，也不是睡眠的
好地方。

分段睡眠也是不健康的習慣。
常常醒了倒頭再睡，一般也睡得
淺，躺在床上但不熟睡的時間越
長，「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
也會越低。另外，假如睡得不好，
也切勿自己監察自己的睡眠質素，
太緊張睡不睡得著，躺在床上望著
鬧鐘乾著急，只會睡得更差。要知
道假如一天睡得不好，第二天多了
「怠倦感」，也就自然增加之後一
晚的「睡眠慾望」(Sleep�drive)，睡
眠質素也會改善。

現在很多人都在睡前用手機、
電腦，這是非常差的習慣，令睡前
腦部過份活躍，影響睡眠質素。睡
前看劇情太刺激緊張的劇集也不
好，飲杯牛奶，聽輕音樂，心裡平
和舒暢，才更容易進入優質睡眠。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心靈品書齋

如何睡得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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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進浩（小五）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色彩變化

學校，一個熟悉不過的地方，它
記載了我們的回憶和青春。

學校，她是位母親，時而溫柔，
時而嚴肅。她會在你學習時，溫柔地
指導你；她會在你犯錯時，嚴肅地教
誨你。但，你總能感受她對你的愛。

學校中央有棵老榕樹，我站在
樹蔭下，乘著涼。我對他又愛又恨，
我恨他的手臂總是把我發的排球攔截
著，但我更愛他，他伴著我們成長；
聽著我們琅琅讀書聲；看著我們午休
時嬉戲。他是個老人家，比校園裡的
每一位也要老，他陪著我們經歷了不
少，校慶、環校跑、籃球賽，他也未
曾缺席。

悅耳的下課鐘聲響起，學生們蜂
擁而下，有的去打籃球、有的去小賣
部享受美食、有的像我一樣，悠閒地
圍繞著教學樓走。我穿過了籃球場，
看了一會兒如火如荼的籃球賽，卻看
不懂，於是我走到那狹窄的小道裡。

那裡放著一輛破舊的單車，我喜歡坐
在坐墊上與朋友侃侃而談，我轉了個
彎，走到跑道上，迎著風走。風輕輕
地撫摸我的臉頰，把我的劉海兒吹到
了後腦。旁邊一草一木欣欣向榮，向
人訴說那動聽的歌謠。

我沿著海走完了跑道，海的味道
盤旋不去。看完旖旎風光，我沿著樓
梯回到了教室，平日嘈雜的課室，今
日卻寧靜得很，回想起往年男同學在
課室展開激烈追逐戰，而女同學就圍
在一起談天說地。果然，學校是一位
母親，她不僅教導我們知識，還教我
們人生道理，我們這班熊孩子也是成
熟多了。

學校，她是個母親，她同時也是
個專業攝影師，她把我們校園生活片
段記錄在相冊裡，裡面放著我們的青
春和回憶。

我愛我的母親，她叫顯理中學。

� 林芷欣（中二）
顯理中學

創作坊
學生

漫步在顯理

親愛的爸爸：

您還好吧？最近見你工作忙多
了，每晚工作到深夜，真的辛苦你
了！我們最近談話的機會也少了，因
此我只好給您寫封信，談談近況。

剛剛結束了中二的課程，到了為
期兩個月的暑期，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了！暑期的第一天，我和媽媽到尖沙
咀海港城逛街，我只買了兩件衣服，
而媽媽卻買了兩大袋衣服，我跟她簡
直是「小巫見大巫」啊！她還要我
做苦力幫她拿衣服呢！幸好，她不會
「忘恩負義」，事後她請我吃雪糕。
辛苦一番後吃的雪糕是特別美味的。

剛過去了的中二學習生活，我覺
得自己並不是渾渾噩噩地混過去的，
我每一課都用心上課，沒有打瞌睡，
這樣下去我的學業成績進步了些。而

且，我在這年學到的知識在將來應該
會用得上。我希望中三能維持現在的
水平就好了。我發現我的課外知識匱
乏，我會多看一些課外書，吸收多一
些課外知識。若果我有多一點課外知
識的話，應該會更受人歡迎，打開更
多話匣子。

現在開始了暑期，我們應該懷
着輕鬆的心情去享受暑假，想一下我
們應該去哪裏旅行。我想我們應該去
一趟日本沖繩，去吸收一下新鮮的空
氣，遠離一下繁忙的大都市。爸，你
又想去哪裏旅行呢？算了，等到您再
沒有這麼忙的時候，我們再慢慢討論
討論吧！

                  兒子        
俊煒上

七月十日

陳俊煒（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給爸爸的一封信
媽媽：

你好嗎？最近你總是為家裏的
事所煩心，而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
你，只能看着你的白髮一天比一天
多，直到再也數不完……

猶記得小時候，你總喜歡和我
說你的上半輩子，那時候的你嚮往自
由，所以獨自一人到城市做生意，你
本該是個開朗熱情的女子，卻被現實
一步步擊垮，所以你希望我能好好讀
書，不要如你一樣，被現實逼得喘不
過氣來。小時候的我不懂事，但現在
卻十分後悔，我已經被其他人比下去
了！基礎差的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
辦……

七月六日，是中二派發全年成績
表的日子。雖然比起上次，我進步了
足足九分，但是我依然覺得沉重。不
說這一身修為，單單比英文，在外面
比較好的學校來看，只能做墊底了。
若一直這樣下去，在社會恐怕是難以
生存了！但是你看到後，那一個星期
裏，臉上卻掛着淡淡的笑容，似乎前
幾天因為房子問題而日漸憔悴的臉，

也變得紅光滿面起來。那一瞬間，我
好想好想哭，硬生生地把眼淚逼進
去，下了一個離我很遠很遠的目標，
將來的我一定要很會掙錢，而現在我
要一步一步地實踐我的目標！

從短期目標而言，中二下學期
的學習表現一般，尚未盡全力，原因
只有一個，懶！中二的我，過得太過
舒服了。中三的我，一定要好好鞭策
自己，克服惰性，並在中二暑假養成
一些好習慣，例如堅持閱讀、努力複
習等，這些相信有助我中三學習更事
半功倍！中三我將會加倍努力，奮力
衝到全級前五名，課後也會多裝備自
己，讓未來的我不後悔！

媽媽，雖然不知道我的未來怎
麼樣，但是我知道：若不努力做，一
定不會成功！希望你能為我作一個見
證，見證我的蛻變。我們一起加油
吧！媽媽！！！

                  女兒        
雪兒上

七月二十一日

趙雪兒（中三）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給媽媽的一封信

誠徵佳作

「學生創作坊」
　　誠徵中小學生作品，包括中文詩
詞散文(600字以內)、攝影、書法、繪
畫和剪紙等文學及藝術作品。請將來
稿電郵至mywoo@hkfew.org.hk，並
附姓名、就讀學校及年級、作品題目
和電話號碼，以便聯絡。來稿一經採
用，薄酬，並獲嘉許狀乙張。

「校園動態」歡迎投稿
　　歡迎學校刊登活動訊
息，來稿需於600字以內，可
附加圖片。請將來稿電郵至
mywoo@hkfew.org.hk，並附
學校名稱、負責老師和手機號
碼，以便聯絡。

以上欄目稿件刊登與否，《教聯報》有最終決定權，
《教聯報》亦有權刪減來稿內容，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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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亞軍：馬鞍山靈糧小學）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消閒好去處

材料
雜菇：�小蘑菇、茶樹菇、草菇、秀

珍菇、杏鮑菇（切粒）1杯
南瓜（小型）�1/4個
薯仔1/2個
忌廉50毫升
鮮奶100毫升
芝士（刨碎）1/4杯
蛋黃1只
麵粉少許
酥皮1塊
細葱少許

電話：（852）2963�5112
傳真：（852）2770�5442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
歡迎查詢

所謂「藥食同源」，還在為修飾容貌去
買一大堆昂貴的護膚品嗎？其實不必如此大
費周章，吃對食物就能把你打扮得更漂亮！

眼藥水：菠菜。菠菜含豐富類胡蘿蔔素和玉
米黃質，可以滋潤眼睛，使其變得清澈、明
亮、水汪汪。

潤唇膏：櫻桃。櫻桃含豐富鐵質，鐵是合成
人體血紅蛋白的原料。因此，常吃櫻桃，能
讓雙唇變得嬌艷潤澤。

牙膏：獼猴桃。獼猴桃含有大量維生素C和
鈣質，能使牙齒更堅固。它含有粗纖維，有
一定清潔效果，吃完獼猴桃後喝杯水，效果
不比刷牙差。

護髮素：雞蛋、芒果。雞蛋中的鐵含量很
高，可以預防脫髮。雞蛋可以讓頭髮更柔
順，芒果中的維生素含量極高，還含有頭髮

非常需要的磷等礦物質，常吃可改善頭髮乾
枯、易斷的情况。

潤膚露：香蕉、葡萄柚。年齡增長，長期吸
煙和喝酒，都促使皮膚彈性減弱。香蕉富含
大量鉀元素，經常食用可保持皮膚的彈性，
潤膚養顏。葡萄柚含豐富維生素E，常被用
作化妝品裏的皮膚軟化劑，可以減少皺紋。

護甲油：雞肉。愛美的人不會忽略指甲的保
養。其實，只要從膳食中攝入足夠的水分和
蛋白質，指甲就會呈現健康光澤。雞肉就是
不錯的選擇。

減肥藥：檸檬、甜菜。檸檬中的檸檬酸可以
有效提高腸胃的消化功能，餐後喝杯檸檬汁
有助排出體內油脂，讓你不會因多吃而發
胖。甜菜根含有甜菜鹼，可以促進脂肪分
解，減少多餘的贅肉。

包羅萬有孝之心

調味料
黑胡椒碎1/4茶匙
橄欖油2茶匙

做法
1.�洗淨抹乾雜菇，備用。
2.� �南瓜、薯仔切粒，隔水蒸軟
身，放入攪拌機，加入忌廉及
鮮奶，攪拌成醬汁，備用。

3.� �以橄欖油慢火炒香雜菇，取
出，加入黑胡椒碎及芝士
拌勻。

4.� �將酥皮切成一大圓皮，將芝士
雜菇餡料（3）放入酥皮半圓內，
跟着將另一半酥皮覆蓋好成大
餃子狀，並以剩餘酥皮切條做
出圖案，再以叉壓邊造出花
紋。

� � 以素入饌，關顧父母親之飲
食健康為要，故加入多種合時之
本地素食材料，如菇菌類、南瓜
及薯仔等，以達至環保（不時不
食、就地取材）及健康烹調（蒸、
焗）飲食（素食）為要。另外，以南
瓜作醬汁能提供豐富的營養及天
然甘甜的味道。
　　
� � 每一種菇菌均有其獨特的氣
味，口感亦有不同，以多種菇菌
入饌成素食可增加味道的層次
感，亦可給人包羅萬有的印象，
就像兒女可以多樣化的方式向父
母親表示敬愛顯孝心。

菜式介紹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1.    材料豐富的Middle East spicy salad，有青瓜、 腰豆、番茄、辣肉
腸、彼得包和卷心菜，雖然有點辣，但給鮮橙和乳酪中和了，好開
胃。

  2.    所有的肉類都要事先醃一星期。烤羊架口感稔軟，配上薯塊和黑胡
椒，好好味。

  3.    雞肉以中東香草醃一星期才烤，不太辣，但雞胸有點乾。
  4.   烤雞肉汁配麵包，有點油膩。
  5.    雜菌意大利飯，好香。
  6.    方塊狀的是自家製朱古力芝士蛋糕，不太甜。但marmalade tarts和

toffee tarts則非常之甜，吃一小口就夠了。
   7.    Caramel custard以杏仁片點綴，甜度剛剛好，而且充滿玫瑰花香！   

尋找隱世中東美食 Roxanna Chan

　　我們一行 7人預訂
了東涌一間隱世小店MJ�
Catering。小店在馬灣村
內，丁屋形式的私房菜，
樓下為地面鋪、廚房及洗
手間，樓上則住人。

　　店面不大，開3張摺枱已經「爆棚」，
而且距離公共交通車站頗遠，最好駕車。
雖然有以上缺點，但大廚大有來頭，他來
自印度，曾經在中東皇宮的廚房工作，懂

得多國菜式，所以這裏除了有印度和中東
菜外，還有fusion菜式供選擇。

　　我們點了中東菜，大致不錯，推介烤
羊架，據大廚說，羊肉在一星期前已開始
醃，口感很juicy；烤雞也用中東的香草醃
足一星期；雜菌意大利飯也很好吃，充滿
菇菌香；甜品則推介caramel�custard，甜度
剛剛好，而且帶有濃烈的玫瑰花香，充滿
中東風情！

美
食
地
圖

� （圖片只供參考）

歡迎投稿
    本專欄歡迎同工投稿，分享地道美食資訊。歡迎您將作品電郵至mywoo@hkfew.org.hk，稿件需圖文並茂，文字以
簡單為主，圖片以5張以上為宜。來稿請附姓名、任職學校、手機號碼及電郵，以便聯絡。來稿一經採用，薄酬。

民間偏方

常吃一種菜 眼睛水汪汪
城中馬戲系列

康文署由201 5年12月
至2016年2月呈獻三個馬戲
節目：

《我世代》
由加拿大幻光奇藝坊創

作，糅合馬戲及城市舞蹈，演
員於視像投影前演出。
（日期：2015年12月30日至
2016年1月3日，地點：香港文
化中心）

《白》
由英國沒巧合馬戲團演

出，表演遍及場館各處，觀
眾可遊走其間，從不同角度
欣賞。
（日期：2016年2月17日至21
日，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自在遊園．悠然自在》
香港馬戲團將於明年元宵綵燈

會「青年之夜」中獻上具本地元素
的雜技演出，免費入場。
（日期：2016年2月19日，地點：屯
門公園；日期：2016年2月21日，地
點：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5.� �焗盆灑上少許麵粉，放好酥
皮角並搽上蛋醬，放入焗爐
焗至表面成金黄色即可。

6.� �上桌前加上南瓜忌廉醬汁，
並以少許細葱作點綴。

1 ２ ３ ４

５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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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新
▉3D打印及繪圖課程
教聯會、偉聯實業有限公司 合辦
B班 課程編號：16SP66B
C班 課程編號：16SP66C
D班 課程編號：16SP66D

教授3D繪圖基本技術，使用電腦軟
件建構及設計3D模型，以及打印學生自
行設計之3D立體小模型。
導師：資深立體繪圖及造型導師
B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8日	 	
（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下午7:00-10:00
C班
開課日期：2016年2月5日
（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00-9:00	
D班
開課日期：2016年2月6日
（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下午2:30-5:30
地點：偉聯實業會址
學費：會員$1,800		非會員$1,980
名額：每班6人
 

▉揭開食物添加劑的面紗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3

講解食物包裝袋上經常出現的編碼
含義，了解相關添加劑對身體的影響，
以及購買包裝食物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2015年12月19日
（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20		非會員$40
名額：10人	

 ▉褔到賀年鑽石畫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4

示範製作賀年鑽石畫迎新春。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2016年1月16日	
（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180		非會員$26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 - 賀年健康「撈起」示範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5

示範製作賀年健康「撈起」，新一
年食得好，運氣好，身體更好。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2016年1月23日
（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30		非會員$50
名額：10人

▉解讀營養標籤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6

營養標籤五花八門，內容、標示
方法和格式各異，要經一番換算才可比
較不同產品的營養成分。做個精明消費
者，一定要學會解讀營養標籤。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2016年3月19日
（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40		非會員$80
名額：10人

▉身‧心‧靈瑜伽課程
課程編號：16SP32

透過瑜伽體位的練習能淨化心靈，
還能塑造完美體態，促進免疫系統的功
能，舒緩因壓力所產生腰椎疼痛，治療
頸椎和下半身血液循環不暢等白領的常
見病。瑜伽的休息法更有助於鎮定平日
緊張的神經、緩解壓力及疲勞，改善睡
眠質素。
導師：張軍婷
開課日期：2016年1月6日
（逢星期三，共8節）
時間：下午7:30-9: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520		非會員$600
名額：10人

中國畫系列

▉花鳥畫初階課程
A班 課程編號：15WI01
B班 課程編號：15WI02

課程包括描繪花卉、鳥獸、魚蟲等
題材，着重運用線描技法刻劃概括的形
態，藉以訓練以線條進行造型的能力。
導師
劉家蘭（本港著名畫家，為一代國畫宗師
劉子久之孫，童年跟隨祖父習學丹青，
深得真傳。早年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
主修中國畫，從事中國畫教學30多年）
A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6:00-7:30
B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4:15-5:45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750		非會員$830
	

▉水墨山水畫課程
課程編號：15WI05

以傳統山水畫勾勒、皴擦、渲染的
筆墨技法，重點研習石頭、山脈、樹、
樹叢、瀑布的結構及之間的虛實關係處
理，其後將不同皴法逐步掌握，臨摹及
創作基礎技巧同步進行。
導師：劉家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12節）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750		非會員$830
	

▉山水畫進階課程
課程編號：15AU06

導師將引導學員進行創作，亦會進
一步提升學員的基本山水畫技法，並教
授如何靈活運用於作品之中。
導師
蔡海鷹（受訓於香港嶺海藝術專科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及獲廣州美術
學院碩士學位，曾任西江大學（中國）美
術系講師。1996年入選為市政局「藝術
家留駐計劃」藝術家，2000年為美國維
蒙特創作中心留駐藝術家，2001年為香
港理工大學駐校藝術家）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四，共20節）
時間：下午6:00-7:3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1,500		非會員$1,660
備註：必須有良好山水畫基礎。
	

▉工筆畫課程 
課程編號：15WI04

課程分三個階段練習，包括練習線
描寫生、設色寫生，以及臨摹設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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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花卉、鳥、魚、人物的臨摹，學習
自己設計顏色。
導師：劉家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12節）
時間：下午3:45-5:15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80

中國書法系列
▉行書課程
A班 課程編號：16SP09A
B班 課程編號：16SP09B
C班 課程編號：16SP09C

	

認識何為行書、毛筆之執筆方法、
行書部首認識、行書基本筆順及特點、
行書字體基本結構、碑帖分析、碑帖練
習，以及行書書寫練習。
對象：有楷書基礎人士
導師
徐貴三（現為香港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香
港書法愛好者協會副會長）
A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三，共8節）
時間：下午5:30-7: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B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8節）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C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8節）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520		非會員$600
	

▉楷書課程
課程編號：15AU10

	

內容大要包括楷書概述、技法基
礎、臨帖方法、學習目標、楷書的點畫
特點和用筆、楷書的構成規律和結構原
理。

導師
雷紹華（曾於中國美術學院及陳振濂工作
室接受有系統的專業書法訓練，師承王
冬齡、金鑒才諸教授，現為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書法導師）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5:45-7:15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780		非會員$860

實用保健系列
▉日本徒手青春美容學工作坊（JFRS）
教聯會、聰美然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5AU60A
C班 課程編號：15AU60C
D班 課程編號：15AU60D

JFRS是一套簡單有效的家居美容方
法，結合日本美容的皮膚護理和運動方
法及中醫美容的刮痧、淋巴引流排毒和
營養學等，是天然美容內外兼美的創新
概念。功效包括：深層清潔、促進血液
循環、新陳代謝、再生皮膚骨膠原、更
生幼嫩細胞及修整清秀面形。
導師
陳婷（聰美然Smart	 Beauty	Natural創辦
人，持有營養學、淋巴排毒、經絡美容
按摩、中醫基礎及刮痧自然療法等證書）
A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4日
（逢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30
C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18日
（逢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30	
D班
開課日期：2016年2月27日
（逢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30-下午1:00		
地點：上環區（詳細地址在成班後個別通
知）
學費：會員$500		非會員$600
名額：每班4人
備註
1.		學員上課請勿化妝，並須自備一條長
毛巾、一條小厚毛巾。

2.		參加課程可獲贈免費禮物：NBG法國
香薰護膚品樣品。

3.	本課程不接受插班或調班。
	

▉絲巾創意魅力工作坊（SCF）
教聯會、聰美然 合辦
課程編號：15AU59B

導師將教授絲巾的各方面知識，讓
學員全面掌握獨立創造絲巾時裝藝術的
所有概念和技巧，並即場實習超過十款
絲巾圖案，創造出獨特個人時裝風格。
導師
陳婷（香港首位專業導師教授結打絲巾藝
術，曾創建絲巾專門店）
開課日期：2016年1月2日
（逢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上環區（詳細地址在成班後個別通
知）
學費：會員$400		非會員$600
名額：每班4人
備註
1.		學員請穿着簡單衣服以配合絲巾藝
術，導師將免費提供5款絲巾供上堂使
用。

2.		參加課程可獲贈免費禮物：方巾乙
塊。

3.	本課程不接受插班或調班。
	

▉健身氣功課程
課程編號：15WI22

中國健身氣功含易筋經、五禽戲、
六字訣、八段錦及導引養生功十二式。
導師
梁美娣（導引養生功會拓展部，經絡操同
學會秘書長）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時間：下午5:30-7: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320		非會員$380
	

▉極真空手道循環班
教聯會丶全世界空手道連盟 香港新極真
會（全接觸空手道中國聯盟會員）合辦
課程編號：16SP42

	

極真空手道講求紀律，學員必須謙
恭有禮、尊師重道。透過嚴格的鍛煉，
培養出高尚的品格及健全的精神，建立
自信心去應付日常生活、工作或學業上
的壓力，是一項能強健身心的武術。
導師
温仁煇（全世界空手道連盟新極真會黑帶
三段、中國香港支部長、香港新極真會
會長）
李麗儀	（全世界空手道連盟新極真會黑帶
二段、2008年亞洲新極真空手道大賽女
子中量級冠軍、第四屆新極真空手道世
界大賽香港代表）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及五，共8
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學費
會員：男$500、女$400
非會員：男$570、女$470
學生：男$350、女$28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學員須穿着空手道服，服裝可於道場購
買，另請自備水和毛巾。此乃循環班，
歡迎隨時加入。
	

▉纖體瑜伽培訓課程
教聯會、瑜伽舍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P28
B班 課程編號：16SP29
C班 課程編號：16SP30
	

瑜伽運動不但可以令身體放鬆，
減輕壓力，亦可改善體內機能，加速排
毒，調和便秘和消化不良，更能強化肌
肉，收緊線條，達到瘦身纖體的效果。
導師
李麗儀（持有香港大學康樂及運動管理學
文憑及證書、香港瑜伽協會瑜伽教練證
書）
A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五，共10節）
時間：下午6:45-7:45
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下午3:30-4:30
C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10節）
時間：下午6:45-7:45
地點：香港瑜伽舍
學費：會員$700		非會員$800		學生$600
備註
此乃循環班，歡迎隨時加入。
	

▉纖體拳擊健身舞班
教聯會、瑜伽舍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P31A
B班 課程編號：16SP31B

極具挑戰的帶氧運動，配合強勁
節拍和充滿動感的音樂，作大量拳腳運
動，助你提高心肺功能之餘，更能令肌
肉結實，收緊線條，快速減磅。動作特
別針對手臂、腰部、臀部及大腿之多餘
脂肪。
導師
李麗儀（持有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拳擊健身舞教練證書及健身球教練證書）
A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二，共10節）
時間：下午8:15-9:15
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四，共10節）
時間：下午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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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香港瑜伽舍
學費：會員$700		非會員$800		學生$60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享有學生優惠的學員須出示全日制學生
證或手冊。

演藝系列
▉教聯會合唱團（上半年）
課程編號：16CH02
	

由著名指揮家石信之先生指導的教
聯會合唱團上半年招生，歡迎會員及其
成年家屬或有興趣人士參加。
導師：石信之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時間：下午7:30-9: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1,000		非會員$1,100
名額：80人
備註
報名前請致電本會查詢詳情。
	

▉夏威夷小結他自選歌曲課程
教聯會、Giga Music Box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P56A
B班 課程編號：16SP56B
C班 課程編號：16SP56C

　　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音色清脆動
聽，適合彈奏不同樂曲。課程內容由淺
入深，容易掌握。

導師：資深導師（有十多年教授樂器經
驗）
A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11日
（逢星期一，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B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15日
（逢星期五，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8:00-9:30
C班
開課日期：2016年1月17日
（逢星期日，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Giga	Music	Box
學費：會員$320		非會員$350
名額：每班8人
備註
參加者可獲贈21吋小結他乙支，上課時
需另繳筆記影印費$10。第一天連續上首
兩節基礎課程，其後每堂為自選日期/時
間/歌曲課程，須於60天內完成課程。首
兩節課包括重要資訊，敬請務必出席。

	▉色士風基礎課程
教聯會、Giga Music Box 合辦
課程編號：16SP57

	

講解Saxophone結構及吹奏姿勢，教
授基礎指法、吐音、咀形、連音和換氣
技巧，以流行歌曲為日常練習，訓練閱
譜能力，加強掌握節奏、音色和音準。
導師
著名色士風導師	Farouk.	S.	Bux.及其團隊	
（20年教授色士風經驗，曾於大型琴行任
教多年，擅長教授考級課程及中英文流
行曲，定居香港，擁有葡國血統，操流
利廣東話）
開課日期：敬請致電洽談
時間：每節45分鐘，全6節
地點：Giga	Music	Box
學費：會員$1,788		非會員$1,888
名額：4人
備註
學員可獲贈色士風乙支。
	

▉社交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SP36
	

課程根據國際標準社交舞科目編定
教材，務使學員在短期內學以致用。着
重教授舞蹈的基本技巧，同時結合舞蹈
的專業理論。學員完成預定的課程後，
可經國際（香港）舞蹈學會推薦參加國際
認可的教師證書文憑。
導師
李玲（世界舞蹈總會國際裁判、英國舞蹈
總會國際裁判、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
院士（標準、拉丁）、香港政府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註冊認可十項教練。擁有十多
年教學經驗，經常獲邀至國外擔任世界
級比賽的評審裁判）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三，共25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學費：會員$1,400		非會員$1,500
	

▉標準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SP37

課程包括華爾兹、探戈、狐步、快
四及維也納華爾茲。
導師：Mr.	Kris	Kuusk（芬蘭冠軍）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25節）
時間：下午8:00-10:00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學費：會員$2,500		非會員$2,600

報名辦法及須知：
1.	報名表格可於教聯會索取或於本會網頁下載。
2.	 	填妥報名表格後須連同劃線支票親臨或郵寄至「教聯會會所」繳
交。（郵寄只接受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
司或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Ltd.，背頁請列出
參加者姓名、課程編號和聯絡電話）。

3.	 	請於開課日7個工作天前交妥報名表格及學費。學額先到先得，會員
優先，額滿即止。

4.	 	課程留位可傳真報名表格至2770	5442，及須於3天內繳交費用，否則
所留位置將被取消。

5.	 	因版面所限，詳細課程內容、更新資料、未刊登的課程及其他詳情
可參閱本會網頁。

上課地點：
教聯會會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偉聯實業會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67-375號The	L.	Plaza	15樓1503室
糖尿天使會所
新界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2樓4號舖
高齡教工會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62-66號昌威大廈2樓
香港瑜伽舍	/	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1號香港紗廠六期工業大廈10樓B1室
Giga	Music	Box	
九龍旺角廣東道1155號日昇廣場1樓02室
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325至329號保安道市政大廈2至3樓

查詢電話：2963  5185 區綺婷小姐（Mandy） / 2963  5183邱麒蔚先生（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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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灸治療服務

機 身 僅 重 3 9
克 ； 內 置 4 核
心CPU，2GB 
RAM 及32GB
容 量 ； 內 建
Windows 8.1；
兼支援Bluetooth 4.0、WiFi 、USB和
Mirco-SD卡。30日內享有換貨保證。
顏色：黑色
保養期：2年
$2,000 會員價$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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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5190、2963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01室。

現憑此券，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即可免費換領雪耳一包。數量
100包，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每位會員限換領一包。

換領公司：怡燕貿易公司
換領地址： 荃灣海壩街122-132A

號荃立方商場1字樓
F69號舖（升降機按1
字轉左）

查詢電話：6677 9526

免費換領雪耳一包

** 購買任何產品另享折扣優惠 **

榮華賀年糕品券

各款糕品券 會員價（張）
鴻運蔗汁年糕券 （850克 圓形） $99  $74
如意椰汁年糕券 （850克 圓形） $99  $74
金玉滿堂蘿蔔糕券 （850克 圓形） $115  $86
臘味香菇蘿蔔糕券 （650克 方形） $92  $69
椰汁紅豆糕券 （650克 方形） $85  $63.5
至尊蘆薈椰汁杞子圓肉桂花糕券 $100  $75
榮華加瘦招牌臘腸券（1斤裝） $225  $190
憑券取貨，逾期作廢。
換領地點限於指定香港榮華門市部，詳情可參閱
券背細則。

鴻福堂賀年糕品券

各款糕品券 會員價（張）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 （750克） $168  $82
鴻運年糕禮券 （750克） $133  $62
燕窩楊枝甘露糕禮券 （700克） $168  $82
桂花蔗汁馬蹄糕禮券 （750克） $145  $72
紫香瑤柱芋頭糕禮券 （750克） $145  $72
推廣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1月25日。產品數量
有限，售完即止。
禮券換領日期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以優惠價$390 
（$550） 接受共4次天灸治療。名額50人，先到
先得。天灸療法有助舒緩支氣管炎、鼻敏感、
體虛頭暈、哮喘、胃脹胃痛、痛經、慢性咳嗽
和改善辦公室疲勞綜合徵狀等。

療程時間選擇：
第一次：2015年12月21、22、23日（其中一日）
第二次：2015年12月29、30、31日（其中一日）
第三次：2016年1月7、8、9日（其中一日）
第四次：2016年1月18、19、20日（其中一日）

康傑（國際）體檢醫療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80-782號麗英大廈閣樓
查詢及預約：2388 5263

爽Wi-Fi租用服務
現凡持有並於取機
時出示有效教聯會
會 員 證 ， 可 享 爽
Wi-Fi（Pocket Wi-
Fi）正價租金7折優
惠。特設香港機場
08:00-23:45專人交
收，亦設尖沙咀和
觀塘交收地點。

爽Wi-Fi網頁：www.songwifi.com.hk
Whatsapp訂購專線：5584 2842 / 5584 3843
訂購時須提供教聯會會員號碼

WiFiBB租用服務
現凡持有並於取機時
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可享Pocket Wi-
Fi租金折扣優惠。網
上預約，機場交收。
預約時須選取「教聯
會會員」一項。

WiFiBB網頁：www.wifibb.com

食肆優惠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即享以下優惠：
． 以淨價$98/位，享用

半自助午餐
． 海鮮自助晚餐可享7

折優惠，如30人或以
上同行更可享6折優
惠

優惠期至12月31日。
預約電話：2127 8838

唐宮中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可享85折優惠。
地址： 九龍窩打老道75

號九龍維景酒店2
樓 

預約電話：2197 3519

棕櫚閣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可享85折優惠。
地址： 九龍窩打老道75

號九龍維景酒店
1樓 

預約電話：2197 3509

1520放題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晚市可享9折優
惠。
地址： 香港銅鑼灣怡和

街22號3樓全層
預約電話：2780 6886

上品火鍋料理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晚市可享全單9折
優惠。
地址： 香港天后清風街

5-1 1號地下/銅
鑼 灣 告 士 打 道
229-230號宇宙商
業大廈2樓

預約電話：2323 1008 / 2623 6222

香港百樂酒店
現凡出示有效
教 聯 會 會 員
證，可享最高
7折優惠。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
南61-65號4樓Park cafe/

預約電話：2731 2168

拉斐特婚嫁服務

由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
日，教聯會會員惠顧拉斐特
婚禮及相關配套服務可享88
折優惠。

拉斐特提供一站式的婚嫁服
務，包括證婚、婚宴款待、
婚禮錄影和造型指導等，配
備專業律師和司儀團隊。
曾獲「十大中小企業優質顧
客服務大獎」及蟬聯「婚禮
雜誌大賞」最佳證婚場地
等獎項。詳情請瀏覽www.
L-wedding.hk或Facebook專頁
FB.com/Lweddinghk。萬家宜家庭電器

． 專利設計，無摩打
及扇葉裝置，零噪
音

． 不 鋼除塵片取代
隔塵網，清洗方便

$1,688 會員價$828

負離子空氣清新機
WAF-368（黑色/銀灰）

． 平行式雙向放電技術，除
塵除味殺菌

． 不 鋼除塵片取代隔塵
網，清洗方便

$1,388 會員價$638

負離子空氣清新機
WAF-366（黑色/銀灰）

空氣加濕器LB-B
． 歐式風格，設計

時尚
． 帶水過濾裝置，

備小夜燈功能
$398 會員價$170

空氣加濕器LB-F
． 造型纖細，斜噴式陶

瓷化片，超低噪音
$238 會員價$100

電子營養鍋WFC-50C
． 白瓷內膽，煲湯、煲粥、

炆、燉皆宜
． 容量：5公升；高、低及

自動檔設定
$438 會員價$289

電子營養鍋WFC-10C
． 白瓷內膽，水晶玻璃蓋
． 容量：1公升；高、低

及自動檔設定
$228 會員價$139

電燉鍋WSP-07C
． 白瓷內膽，適合烹

煮幼兒食物
． 容量：0.7公升
$148 會員價$88

營纖光波爐WCR-803
． 專利設計，採用碳纖維發

熱，節省30%烹煮時間
． 集煎煮蒸燉、焗烘炸烤功

能於一身；容量：12公升
$1,088 會員價$499

智能隔水電燉盅WDZ-25B
． 微電腦操作8項功能選

擇，10小時預設時間
． 特 設 防 乾 燒 保 護 功

能；容量：2.5公升
$448 會員價$309

鐵板燒連火鍋套裝GSK-150B
． 優質不銹鋼煲，燒烤盤

經不黏層處理
． 拆卸清洗方便，容量：

2.5公升
$598 會員價$349

智能電蒸籠WES-01D
． 專利設計獨有燉品功

能，防乾燒
． 防串味導水槽，避免

味道混雜
$888 會員價$499

分體式保健壺WJG-F32
． 天然陶瓷製品，保持

藥性
． 煎熬過程智能控制；

容量：3.2公升
$238 會員價$169

萬家宜家電產品獲原行保養一年，購買$2,000或以上可免費送貨（離島及偏遠地方除外）。優惠日期至﹕2016年1月15日

ASUS-QM1 手指型電腦

TMT1024 投影機
機身輕巧，可投射出200吋大畫面，壽
命長達30,000小時，具備精密聚焦鏡和
多元接口。
體積：15 x 21.5 x 7cm
淨重：980g
顏色：白
保養：2年
$1,899 會員價$819

UC40 微型投影機
機身輕巧，可投射出200吋大畫面，壽
命長達20,000小時，多元接口，內置多
媒體播放程式更可播放1080P影片。
體積：15.3 x 21 x 6.75cm
淨重：1kg
顏色：白
保養：2年
$1,399 會員價$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