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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蔡若蓮、小學校長梁俊傑。

問卷調查

〔本報訊〕「有教無類」是為人師表的理想，但無奈照顧融合生的成本高昂，推行至今
已十多年的融合教育，在執行上仍面對很多問題。教聯會的調查發現，超過9成教師指融合
教育增加教學及行政負擔，並批評政府沒有提供足夠支援；近6成半教師不滿目前根本沒有
清晰的融合教育方向。調查結果反映融合教育推行多年，政策上仍然存在不少改善空間。

6成學校有最少50名融合生
教聯會在3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380位在職
中小學同工，以了解融合教育的推行情況。結果
顯示，近6成受訪學校有50名或以上的融合生，類
別包括了注意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98%）、特殊學
習困難（93%）及自閉症學生（93%）。當中教師面對
的困難，主要為缺乏足夠時間照顧融合生（86%）、
學生個別差異太大（81%）、日常教學進度受到影響
（76%），以及針對融合生需要的教材不足（65%）。
政府去年推出試驗計劃，並由關愛基金撥
款，讓合資格的學校開設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ENCO）一職。調查顯示，教師對計劃的評價正
面，普遍認為有助學校推行融合教育。但與此同
時，僅有23%教師表示清楚理解計劃的內容，反映
當局缺乏宣傳，加上計劃的覆蓋面不足，令實際受
惠人數十分之少，建議當局檢討。

蔡若蓮：開設SENCO常額位
教聯會副主席
蔡若蓮促請政府認
真檢視政策，並建
議為校方提供足夠
人手及財政支援，
包括檢視教師人手
編制、加強教育心
理學家到校，以
及提供針對各類融
合生需要的教學資源等。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
任試驗計劃，她批評該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被看
待為扶貧政策並不合理，加上申請條件苛刻，導致
只有少數學校和學生受惠。她期望當局放寬申請門
檻，並開設SENCO常額職位，以便統籌校內融合教
育的工作，減輕前線教師的壓力。

黃錦良：改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
良指出，目前在校本教
育心理服務下，每名心
理學家需要同時服務6至
10所學校，根本不能應
付學界所需，故要求政
府改善校本教育心理服
務，並期望措施盡快推
展至全港學校。他又建議當局改善特殊學習需要的
培訓安排，包括課時及名額，以及加強應用實踐的
內容，讓教師能將知識和技巧應用到課堂之中。

梁俊傑：加強家校合作、公眾教育
小學校長梁俊傑建
議加強家校合作和公眾
教育，尤其是主流學校
的非融合生的家長，讓
他們了解共融理念及融
合教育，以改變對融合
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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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推動STEM教育 前路漫漫
最近出席了一系列STEM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
講座，聽到創意教學大師陳龍安教授分享有關經驗
與心得，與前線同行對話交流，發現大家都很認
同培養學生創新科技的需要，但談到推動STEM教
育，卻惘然若失。
所謂STEM，是揉合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內容與技能的一種教學方式，旨在讓學生融合學科
的知識，應用到生活中，培養創新精神與動手實踐
的能力。過去，本港學校主要通過科學、科技及數
學教育實行STEM的教育。至去年底，課程發展議
會推出諮詢文件，就香港中、小學推動STEM教育
提出建議和策略。最近，教育局向全港小學發放十
萬元一筆過津貼，讓學校開展STEM教育。政策突
如其來，一時間，不少前線教師感到困惑及憂慮。

STEM教育 缺乏整體規劃

現時，學界推行STEM教育的情況參差，差異
極大。部分學校以科技創新教育為辦學特色，致力
培養學生創新科技的能力，成效顯著。但是，更多
的學校尚在起步階段，按部就班，摸索學校發展這
方面教育的路向。不少同行向我反映，師資訓練一

直都以學科為本位，一般小學普遍缺乏科學專業的
教師，教師對STEM的理念認識不足，沒有太大信
心推動。再者，教師工作繁重，若要付出大量時
間進修，只會增添其壓力。事實上，在現時的教育
制度下，課程本已緊迫，要騰出空間進行STEM教
育，談何容易。加上面對縮班殺校、學習差異、家
長投訴等問題，前線教師早已疲於奔命，長期處於
超負荷的狀態，STEM教育豈會是學校優先發展的
項目？
然而，最大的問題還在於政府沒有一套推展
STEM教育的全盤策略。據知，十多年前課改起動
時，教育界曾積極爭取政府正視推行STEM教育的
需要，但最後不了了之。近年，又突然推出政策。
在師資及課程未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學校猶如瞎子
摸象，結果家家煉鋼，將來的成效可想而知。面對
突如其來的十萬元撥款，反而為學校添難題，增加
教師的工作負擔。事實上，有關撥款只夠學校一、
兩年使用，莫說增聘專科教師，就連增加一位教學
助理也不足夠。用以購買設備套件，對學生實際學
習幫助不大，亦難以持續發展，可能造成浪費，到
頭來教師白忙一場，卻看不見太大成效。

副主席 蔡若蓮
學校推展STEM 困難重重

要落實任何教育政策，必須全面思考其目標、
策略、規模及對象，STEM教育也不會例外。究竟
STEM教育是跨學科，還是一個綜合應用科學探究
的機會？STEM教育的對象是普及還是少數精英？
究竟是課內還是課外起動STEM教育？現職教師如
何突破過往受訓的背景，跳出自己學科的框架？面
對資源及時間有限，加上教師受訓背景的局限，要
一步到位推行，似乎是不切實際。不同的學校可因
應校情，按教師的專長、學生的能力設計課程、
活動和比賽，以點、線、面循序漸進開展STEM
教育。要全面落實STEM教育的理念，道路仍是
漫長。
總言之，單靠學校的努力，絕對不足夠。政
策和實踐是互動的過程，倘若當局真有誠意推展
STEM教育，必須認真規劃課程及配套資源，為前
線提供更多支援，而非切割式推行，僅僅撥款予學
校了事。同時，當局應有全盤計劃培訓教師，不是
單靠講座及經驗分享會。只有為教師創造空間，讓
教師有適切的培訓，才能讓學校持續發展STEM，
培養有創新思維的人才，回應時代發展。

主辦機構：

探討STEM教育
〔本報訊〕教師夢想基金
主席蔡若蓮於4月底至5月初應
邀擔任多場STEM教育講座的評
論嘉賓，與來自大學、中學、
小學的同工探討STEM教育的挑
戰與未來路向。

光影尋情大地行2016

〔本報訊〕山西省高校外事幹部
一行18人於4月25日到訪教聯會，了解
香港教育現況，並探討開展兩地師生
交流活動的可行性。訪問團由山西省
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副處長任國
英帶領，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朱國
強，以及秘書長韋以建接待。

支持群育學校爭取更佳辦學條件

本會指出，群育學校對改善學生情
緒及行為問題有重大貢獻，能幫助青少
年克服在成長過程中遇上的障礙，提升

參加者可獲簽發
進修時數證明30小時

新農村鄉鎮企業—江蘇華西村5天交流團

山西省高校外事幹部拜訪

〔本報訊〕教育局計劃在屯門興建
一所男童群育學校暨院舍，以重置現時
位於大嶼山、校舍超過50年歷史的東灣
莫羅瑞華學校暨石壁宿舍。教聯會於5
月9日致函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支
持該校爭取更佳辦學條件，造福更多年
輕人。

贊助機構：

學習動機和生活技能，讓其重新融入主
流學校。群育學校既能舒緩正規學校的
壓力，亦有助社會穩定。
本會認為，教育工作者應秉持有教
無類的精神，公平對待所有學生，呼籲
各界人士不要歧視群育學校。本會期望
各方正面看待群育學校的意義，並要求
當局妥善處理事件，主動協調及回應持
分者的關注，以積極尋求共贏方案，共
同為照顧學生多元學習需要而努力。

日
對
名
收

期：2016年7月29日（五）至8月2日（二）
（共五天）
象：全港大專、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或校長（只限會員，為慶祝本會成
立40週年，2016年入會費用全免）
額：40名（如報名人數超過40名將以抽籤決定）
費：每位$2000（包括：香港直航來回機票連稅、交通、食宿、綜合旅遊
保險、學者講座、參觀及導遊費等）

到訪地點*：無鍚、張家港、太倉、昆山、上海
景
點*：黿頭渚、東林書院、京杭大運河、陶瓷博物館、徐悲鴻故居、中華
曙猿館、高靜園、東渡苑、鹿苑古鎮、江陰長江大橋、華西村、太
倉州橋、沙溪古鎮、上海復旦大學、孫中山故居、老碼頭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6月6日（一）
詳情及查詢：
詳情及報名表格請參閱本會網頁
http://www.hkfew.org.hk/
查詢電話：2963 5106（蔡彥華小姐）
電   郵：ywtsai@hkfew.org.hk
網上報名可掃描以下QR CODE

*行程只供參考，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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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Chan

攝影師：鄭宗輝老師
拍攝地點：緬甸蒲甘（Bagan）
簡介：蒲 甘市仍保留約一千
年前緬甸輝煌時期建
造的佛塔及佛寺，接
近10000座各有藝術
風格佛寺建築物令世
人感到嘖嘖稱奇。

Chi Hung, Carran

拍攝地點：柬埔寨吳哥窟
簡介：吳哥窟位於柬埔寨西北部，在暹粒市北5.5公里。原始的名字是
Vrah Vishnulok，意思是「毗濕奴的神殿」。它是吳哥古跡中，
保存得最完好的廟宇，以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是世
界上最大的廟宇。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吳哥古跡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的造型，是柬埔寨國家的標誌，展現在
柬埔寨國旗上。吳哥窟荷花池的日落景色，更是舉世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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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之六

以人為本的教學法—訪謝錫金
撰文：「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委員會
以人為本是指以人的主體存在、需
要滿足和發展為中心的思想或觀念。本地
中文教育權威謝錫金教授，由最初發現中
文教育的盲點，再身體力行，成功研究出
一套以教與學為中心，既切合學生需要，
亦提高了中文教學效能的方法。現時幼、
小學生的中文讀物及課本中，大部分都是
謝錫金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位中文教育
專家最初差點選擇了英文專業：「本來我
已獲中大英文系錄取，但我對中文較有興
趣，加上覺得當時的中文教學需要多加整
理，所以最後選擇了港大中文系。」在英
殖時代讀中文有何感覺？「當時都說我沒
出息，但後來證實了我沒有走錯路。」當
年的謝錫金大概沒想到，自己的選擇會為
香港中文教育帶來深遠的影響。
當時的中文教育不科學
當大學教授前，謝錫金在中學教了
17年書。期間，他建立了堅定的教學信
念，同時育成了他的中文教學理念。「時
任校長不重視中文，他認為中文無教學
目標及不專業，當時我就知道這科出了問
題。」謝錫金認為要提高教育的專業性，
首要是優化學科：「要做好一個學科，必
須要令它成為一個科學的體系，不能當它

是藝術去發展。」藝術是主觀的，但一
個學科必須要客觀：「（中文科）有十套課
本，但同一課書於每套課本中的定義也不
同，混亂、隨意又無系統。我覺得當時的
學科有問題，所以後來再多讀了中文科及
中文教育兩個碩士，並做了很多西方的測
量，發現原來西方對語文測量的準繩度很
高，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得到西方研究
的啟發，加上讀了認知心理學等相關文
憑，謝錫金始從科學角度去研究中文教
育，進而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他從研究
及學習中發現，傳統的中文是研究篇章、
書本及作者，而非以人為本—研究學生
及老師。再者，中文教育有別於中文專
業，前者應以老師及學生為本，而非以教
材為本—這個信念既是他的教育理念，
亦是其提倡中文教學法的動力。
學生應愉快並有效地學習
「語文教育實在需要科學化」—
這是謝錫金離開任教17年的中學的原因。
他進入港大中文教育系後，涉足了不少
政府推廣教學法的計劃，例如「愉快學
習」。「當時有很多學生自殺，我們希望
可以推行『愉快有效學習』，減少他們對
學習的厭惡，提高其對學習的興趣。」謝

錫金一邊向訪者展示十數本讀物及課本，
一邊說明他以甚麼方法讓學生愉快並有
效地學習。他補充：「90年代流行『斬件
式』教授小學生中文寫作：小一學作句、
小二學複句、小三學寫段……其實小一生
已能寫一篇完整的文章，這樣教無疑是浪
費時間，同時扼殺學生的興趣，這就是不
科學。」謝錫金隨即展示了一本小學作文
練習，「我們教他作文，不會寫的字就畫
圖，避免了『因字棄句』的情況。就算整
篇文章有錯字及圈圈叉叉也不要緊，因為
我們就是要教他不懂的字。」因不懂，
所以需要學習：「整個教育理念都轉變過
來，我們要教他不懂的，而非斟酌美化他
早已學會的。」同時，家長亦能參與批改
學生的功課，學生之間亦能互評，不但提
高了家長的學習參與度，亦有利朋輩之間
的交流。「整個學習由以前的沉悶及低效
能，變成現時的有趣及高效能。」
讓學生學會學習
不久前有評論指香港學生的中文水
平日益下降，提議重推「範文」，讓學生
背名家名篇以提升中文修養。對此，謝錫
金頗為不屑：「名家名篇適合欣賞，不適
合學習。傳統的範文就是將欣賞的範文

變成學習的範文，
但學生往往學無所
得。」他慨歎：
「這些經典不是不
好，只是它更適合
高班及對中文有興
趣的學生，對其他學生來說，學習能幫助
生活及日常表達的中文更為重要，所以我
們要教其學會學習——即教授製作過程，
而非逼迫他們強行吸收，由教學生識字開
始，再教其造句、分析及評價。要學生學
好範文，並非逼他們死記硬背，而是要把
冰心（作者）抓出來，向學生講解她的文章
是在甚麼思路下寫成的，這才是有效的學
習方法。」

後記
對於香港語文教育的未來，謝
錫金認真道：「香港的語文教育其
實已相當成功，若我們能不再糾結
於正音正字，容許學生的語文有些
微差異的存在，（我們的語文教育）
可以推廣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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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扭轉歷史科逆勢？
本報記者

心靈品書齋

如何與意見不合的人相處？

近年中史科出現收生荒，根據考評局資料，報考文憑試中史科的日校考生
人數持續下降，今年只得6,824人，佔考生總人數約十分之一，對比1999舊制會
考逾3萬名日校考生考中史，大減逾三分之二。
本報記者曾走訪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因而認識了文物徑的統籌兼創辦人
中史老師陳國培和世史老師關錦嫦，並跟兩位談起目前中學歷史科的困境。

陳國培：不考試 培養興趣為要
陳國培表示，中史科被「陰乾」，與課程政策不無關係。2001年中學課程
改革一改中史科獨立成科的專一教授模式，學校可自由選擇其他方式，包括將
中史融入通識，納入人文學科領域，及與世界歷史科合併，只要達到指定的教
育時數便可。再者，2009年新高中學制取消「文、理、商」分流選課格局，實
行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然而隨着重理、商而輕文、史的社會風氣日漸盛行，
大批學生一窩蜂選修理、商科目，包括中史科在內的人文學科報讀人數則年年
銳減，「冇人讀即係唔吃香」，家長亦不會讓子女修讀，加上中史一向給人死
背、沉悶的印象，自然更乏人問津。
面對如此困局，陳國培認為首要須落實獨立成科和專科專教的教授模式，
所謂名正則言順，保障中史科的地位與確保學生得到專業的指導同樣重要。
此外，他表示，初中中史應以建立學生正確的歷史概念和培養對歷史的興趣
為主，建議不以考試作評核，改為校本評核，學生只需合格和完成一定時數即
可。若然再一成不變，他斷言高中中史科前途坎坷。

關錦嫦：世界公民始於認識彼此歷史
世史老師關錦嫦則指出，歷史科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尤為重要，既鍛練
批判思維，更有助拓濶眼界，現時說的世界公民與同理心，應該從認識彼此歷
史開始，認為學生應從初中起修讀。

專業分享

精神科醫生

篇 章
論仁、論孝、論君子
「魚我所欲也」章
逍遙遊（節錄）
勸學（節錄）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前出師表
唐詩：山居秋暝
唐詩：月下獨酌（其一）
唐詩：登樓
師說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六國論
宋詞：念奴嬌 赤壁懷古
宋詞：聲聲慢 秋情
宋詞：青玉案 元夕

但當討論涉及再深一層的價值觀（Evaluative System），便已不只是針
對個別事件的好壞判斷，而是要問「為甚麼」──為甚麼你喜歡這間餐
廳？為甚麼你喜歡這條裙子？為甚麼你喜歡這個人？當人與人之間的討
論，涉及深層心理的價值觀（Core Value），便很容易出現衝突，各不相
讓，甚至關係破裂。
為甚麼會這樣？因為當別人不認同你的價值觀，你就會很容易將對
方也認定是壞人。換句話說，一般人傾向相信「認同壞事的人一定是壞
人」，卻不會想「認同壞事的人也許是好人但想錯了」，或者自己才是
那個「認同壞事但想錯了」的好人，皆因人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
別人絕對錯誤；而思想錯誤的人，心地也絕不會善良到哪裏去。
當然，最安全的做法是甚麼也不討論，但這只是掩耳盜鈴。最好的
辦法是，與親友討論問題，不要先自顧長篇大論，要先細心聆聽對方意
見，認真考慮對方立場，給予充分肯定。假如你有自己的判斷，不妨以
第三人稱（例如說「有人認為這樣……」）去向對方提出，既可表達自己
的看法，也保持了雙方關係，一舉兩得。

文言文研讀心得
時代特色
先秦論道
蜀漢家國

李唐氣象

趙宋風節

許龍杰

一般人，平日所思所想，除了工作和讀書，便離不開衣食住行：今
天應吃甚麼、穿甚麼呀等等──這是思想的表層。但當遇到好朋友和熟
人，便會分享多一點生活趣事，談一下對事物的看法，例如：今天的午
餐水準如何？餐廳的環境好嗎？今天穿的裙子哪裏買？貴不貴？這就不
只是事實陳述（Description），更涉及價值層面（Evaluation）的討論，是較
深一個層次的思想。平時與同事八卦，討論別人是非，也屬此類。

周偉強老師（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2015年9月中四級實施十二篇指定文言文教學，茲將本人研讀心得，公諸同好，歡迎指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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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
孟子及其弟子
莊 子
荀子及其弟子
司馬遷
諸葛亮
王 維
李 白
杜 甫
韓 愈
柳宗元
范仲淹
蘇 洵
蘇 軾
李清照
辛棄疾

行孝諫養敬
仁義重於生
物有大小用
後天學不已
完璧憑智勇
報先帝知遇
秋山夜雨後
花月下獨酌
登樓憂國事
求學必從師
謫永州宴游
謫岳修名樓
賂秦助積威
赤壁風光險
晚風淡酒雁
元宵燈璀璨

課文重點（主旨）
克己復禮仁 君子忠恕省
捨生不避患 彼此本向善
惠施拙於用 無用為大用
知明行無過 貴善用外物
澠池不辱國 先公忘私怨
伐魏興漢室 臨行扶阿斗
月照泉石流 晚年唯好靜
邀月影為友 行樂醉及醒
吐蕃莫相欺 李唐鎮北斗
達者優為之 助通業成道
閒醉堪紓憂 西山傲群小
撰記相策勵 仁者不憂辱
不賂孤難鳴 招賢合拒狼
周瑜功蓋世 蘇老枉多情
黃花梧桐雨 自憐難獨守
夜深遊人散 見斯人幽獨

欲仁斯仁至
奈何喪吾心
瓠樗任逍遙
漸積恆專一
廉藺將相和
勸親賢兼聽
隱逸自放留
孤寂永駐留
英雄濟時艱
抗恥師流俗
始得忘物我
悲喜繫國民
強宋可破遼
酹江月酬志
哀婉訴愁情
淡泊以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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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地圖

T Club【名人飯局－陸叔陸陸無窮】
   6 月 名 人 飯 局 邀 請 到 人 稱 「 陸
叔」的股壇名人陳永陸，與你談天
說地，分享養生之道。陸叔是香港
股市著名評論人及投資策略顧問，
在金融界擁有超過30年經驗，是香
港受歡迎及具權威的投資專家之
一。

消閒好去處
「流光— 香港歷史建築照
片」展覽

展覽由即日起至6月9日於香港
文物探知館舉行，展出30多幢歷史
建築物的今昔照片，讓參觀者細味
傳統與現代建築技術的演變。免費
入場。

「第六屆藝遊鄰里計劃：
柒紙媒──紙上北角」展覽

展覽由即日起至7月24日在
「 油 街 實 現 」 舉 行（香 港 北 角 油
街 1 2 號）。 多 名 藝 術 家 以 北 角 為
靈感，創作一系列紙製品，展現
他們眼中的北角。同場設導賞活
動及紙本藝術工作坊。查詢請電
25123000。

飯局詳情如下：
日期：2016年6月6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6:06
費用：$350/位（原價$420/位）
地點：T Club（觀塘成業街6號泓富
廣場23樓2306-09室）
查詢及報名：2363 1223

第7屆中國戲曲節

康文署第7屆「中國戲曲節」將
於6月17日至8月14日舉行，國寶級藝
術家蔡正仁、岳美緹、梁谷音、張洵
澎和張靜嫻聯同上海崑劇團一眾優
秀演員，呈獻《臨川四夢》崑曲清
唱會，演繹湯顯祖四大名劇《牡丹
亭》、《紫釵記》、《邯鄲記》、
《南柯記》的精彩唱段；還有演出
《牡丹亭》及其他經典折子戲。

華麗轉身自助餐
「Luxe」是法文，有
華美之意。事實上，這一
所以「Luxe」命名、位於
朗豪坊的食肆，店名與裝
潢名實相副，食物種類雖
不算多，但也算精緻。

餐廳原本走fine dining路線，最初僅於
午飯時間供應自助餐，限時入座90分鐘。
愛麗斯最愛這裏的意大利粉，爽口彈牙，

星期一

愛麗斯

但因經常轉換款式，有時會覓不到心頭
好，幸好也有突如其來的驚喜補償，例如
紫薯湯就是意料之外；甜品則總是一小口
一小口的，最適合午飯時間淺嚐。
後來餐廳來了個華麗轉身，晚上也供
應自助餐，還有蠔吃，但毀譽參半，因晚
飯嘛，人們總期望豐富一點，但就午餐而
言，愛麗斯頗滿意。
  1. 餐 廳名字交代了一切—
華麗！
  2. 舒適的用餐空間。
  3.  新鮮爽脆的沙律和冷盤。
  4. 小巧的甜品最宜午飯淺嚐。
  5. 十多款中西熱食供選擇。

３

「奇幻牆紙」桌面偶劇

奧地利特利布利特劇團與香港
演員合演「奇幻牆紙」，故事大綱為
小男孩的房間換了新的牆紙，他憑著
想像力，帶着自己深愛的玩具，進入
牆紙世界，展開一段奇幻歷程。戲劇
將於6月25日開始在荃灣大會堂演出7
場，分粵語及英語專場。

1

２

４

５

民間偏方

史上最強降血壓血糖秘方 果斷收藏！
   最近在網路上看見一則資訊，聲稱
只需要每天喝一杯，半個月血壓血糖就
恢復正常，「秘方」是這樣的：
   黃芪10至15克
   黃精10克
   西洋參3至5克
   枸杞子6至10克
   血脂高的話，可加10至15克葛根和8
至10克澤瀉；血壓高的話，可以加一點
杜仲和菊花。黃芪有雙向調節作用，高
血壓的人吃黃芪可以降血壓，低血壓的
人吃黃芪可以升血壓。
   這味茶的做法是這樣的：早上，將
以上藥材放入保溫杯內，倒入熱水，焗
10分鐘左右就可以飲了。藥材可以不斷

添加熱水，喝上一整天。晚上，再把泡
過的藥材吃下去。黃芪比較難吃，要牙
齒好，其餘三味藥都可以吃下。
   為何這樣一道簡單的藥茶效果如此
驚人呢？
   據說黃芪是補氣第一藥，能養五臟
六腑之氣；黃精滋腎，補氣又補血；西
洋參滋陰補氣，因為偏涼，可中和黃芪
的熱，避免上火，冬天則可改吃一點人
參或紅參；枸杞子則補血，滋補肝腎，
不過不能煮太長，所以可泡茶。
   這四味藥用量不多，但堅持吃，據
說能消百病。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療治療）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
歡迎查詢

《教聯報》廣告專綫

電話：（852）2963 5112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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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榮華端午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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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福堂尊貴糉禮券

產品
榮華極品瑤柱鮑魚翅糉皇券

會員價
$221 / 張

糉靚茶香券
包括：風味蛋黃咸肉糉一隻
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一隻
精選茶葉一罐30克
八福裹蒸糉券
風味蛋黃咸肉糉（兩隻裝）券
清香豆沙及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券
包括：清香豆沙梘水糉一隻
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一隻
榮華加瘦招牌臘腸券

$82.5 / 張

**指定8間門市換領

產品
會員價
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糉（370g）
$72 / 張
原粒瑤柱海鮮紅米糉（250g）
$65 / 張
紫米百合粒粒紅豆芋蓉梘水糉（250g） $47 / 張
桂圓杞子棗蓉梘水糉（250g）
$47 / 張
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糉（250g） $65 / 張
購買任何尊貴糉禮券3張，即送$20禮券1張，
多買多送。
優惠價有效期至2016年5月28日
禮券換領日期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86 / 張
$64.5 / 張
$49.5 / 張
$166 / 張

截止日期：2016年5月31日。

香港家居博覽2016暨
香港室內設計師巡禮

第四屆優質寵物用品展2016暨
「零距離」寵物領養嘉年華

地點：灣仔會展1號展覽館CDE
時間：6月10至11日（周五至六）12:00至21:00
6月12日（周日）12:00至20:00
入場費：$20
教聯會有少量入
場 換 領 券，請 親
臨教聯優惠物聯
網憑會員證索取，
每人限取2張。數
量 有限，送 完 即
止。

地點：灣仔會展1號展覽館AB
時間：6月10至11日（周五至六）12:00至21:00
6月12日（周日）12:00至20:00
入場費：$30（凡於
現場售票處出示有
效教聯會會員證，即
可「二 人同行一人
免費」）
教聯會有少量入場
換領券，請 親臨教
聯優惠物聯網憑證
索 取，每 人 限 取 2
張。數量有限，送完
即止。

父親節江門金凱悅荔枝2天遊
出發日期：6月11日（星期六）
團費：會員$938
    非會員$988
    小童$878（9歲以下，不佔床位）
天數
第1天
第2天

行程
住宿
香港→深圳關口→德能湖2016荷花世界→午餐「姜太公釣
江門5星級標準名冠金凱
魚宴」→台山新寧蒸汽火車廣場→浮月村碉樓→晚餐「酒
悅酒店（或同級）
店環球美食海鮮自助餐」
酒店自助早餐→江門潮蓮島「洪勝公園」→午餐「五邑海
陸空鮑魚大蝦火焰魚宴」→四季果園（任摘任食荔枝/時令
水果，帶走另計）→深圳關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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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優惠
日本OMRON JPN5 手臂式血壓計（日本製）

訂購日本清酒

‧送 日 本 品 牌 磁 理 妥
elekiban磁力貼（$44）
‧一年保養

白鶴清酒（玻璃樽）1.8LT

會員價$980

會員價$155

日本OMRON HEM - 6221手腕式血壓計
會員價$600（一年保養）

IICHIKO 梅酒500ML
會員價$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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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禮券一張或聖安娜餅
券一張。

上善如水純米吟釀
（熟成）300ML
會員價$58

產品及服務優惠
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
‧中 醫診症、體格檢查、聽覺測驗8折（粉嶺中醫
教研中心9折），家屬9折（憑工聯會家屬診證卡）
‧西醫、牙科優惠
‧蔘茸藥材9折
**詳情請瀏覽http://www.ftuclinics.org.hk/
業餘進修中心
‧優先報讀，學費9折（個別課程除外）
‧子女報讀幼兒、兒童或少年課程9折
**詳情請瀏覽http://www.ftustsc.org.hk/

工聯優惠中心
‧各式貨品折扣優惠
**詳情請瀏覽http://www.hkftu.com.hk/
2016年繼續免費20萬元平安保險
‧意外死亡及永久傷殘賠償
‧意外受傷連續住院第3天起保障賠償
（以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保單條款為準）
**詳情請瀏覽www.ftu.org.hk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以下優惠：
君怡酒店
‧咖 啡屋自助午餐、下午茶75折、自助晚餐
65折
‧君怡閣中菜廳午市及晚市堂食食品75折
‧觀 瀑廊餐飲項目85折（歡樂時光及套餐除
外）
地址：尖沙咀金巴利道28號酒店大堂
預約電話：2311 9739
龍堡國際園林閣
‧園 林閣自助晚餐65折（周日至四）、自助晚
餐68折（周五、六、公眾假期及前夕）
‧晚上9時後龍堡廊標準飲品買一送一
地址：尖沙咀柯士甸道8號閣樓
預約電話：2378 7673
香港百樂酒店Park cafe
‧自助午餐、下午茶自助餐、宵夜自助餐72折
‧自助晚餐68折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1-65號4樓
預約電話：2731 2168
/

香港荃灣帝盛Dorsett Cafe
‧周一至五午膳9折
‧周六、日及公眾假期午、晚市85折
地址：香港葵涌健全街28號
查詢電話：3996 6338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海鮮自助晚餐7折
地址：香港銅鑼灣信德街8號
查詢電話：2127 8838
九龍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海鮮自助晚餐7折
地址：九龍大角咀道86號
預約電話：3919 8228

九龍維景酒店
‧唐宮中餐廳及棕櫚閣西餐廳85折優惠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5號九龍維景酒店
預約電話：2197 3509
銀礦灣酒店
‧住宿及燒烤自助晚餐折扣優惠
地址：香港大嶼山梅窩銀礦灣 D.D.2地段648
預約電話：6810 0111
NORWAY SALMON EXPRESS
‧急凍食品95折
‧網址http://www.norwaysalmon.com.hk/edu/
‧訂購表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Korean Corner 한국프리미엄상품
‧韓國優質產品88折
地址：九 龍灣臨興街32號美羅中心1期2樓17
號工作室
查詢：3976 2976
Wedding Centre
‧海外婚紗攝影套票$1000折扣優惠
‧網址http://www.wedding-centre.com.hk/
新航假期
‧自由行套票折扣優惠
‧網址http://www.sia-holidays.com/
富美健發展有限公司
‧日本製光電熱自療墊等健康產品9折
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上海街426號萬事昌中
心二樓全層
查詢：2808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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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