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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於6月26日召開千人大會，向教育
界同工宣布決定參選。當日，她的家人包括丈
夫、兒子和婆婆亦有到場支持。她坦言在不久
之前，這個決定對她來說還是不可思議的。曾
經有不少人出於愛護之情，懇切地勸阻她，不
想她受到傷害，但是同一時間，亦有更多的人
熱切地鼓勵她、期待她站出來。經過反覆掙扎
思量，蔡若蓮最終選擇了後者，並坦言踏出了
第一步，就義無反顧！

信念的抉擇
她的競選口號為「抉擇」/「Hong Kong's 

CHOICE」。她解釋說，這次選舉不是她個
人的選擇，而是香港業界的選擇—香港的抉
擇，在於包容多元，求同存異；香港教育的抉
擇，就在於撥亂反正、制度重建。

她在宣言中兩次提到「忍無可忍」。第一
個「忍無可忍」，是香港教育最高的決策者
「堅離地」──對幼師待遇不聞不問、對人口
衝擊視若無睹、對教師編制漠不關心、令合約
教師壯志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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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忍無可忍」，是議會代表「零」建
樹，過去四年只管喊口號，講實幹則一事無成，並
反問「莫非要四年又四年」？蔡若蓮批評現任教
育界代表採用批鬥式思維，例如TSA，本屬專業決
定，不同學校有不同看法，為何不經討論就發動罷
考？又例如「火柴盒」學校和校舍安全問題，本存
在已久，如果是關心學校，為何這些老問題最近才
變得刻不容緩？

「接地氣」的教育工作者
蔡若蓮表示，自己服務教育界多年，了解前線

老師的需要，希望透過出選改變現狀。她認為自己
的優勢是「接地氣」：一直在前線，由讀書到現在
都沒有離開過學校，教育界的事與她息息相關。她
過去曾執教中學、小學及大學語文課程，也曾任職
教育局，坦言自己「有理論、有政策、有實踐」，
亦清楚政策如何「落地不走樣」。

蔡若蓮是次以獨立身份出選，強調自己的思維
建基於前線教師的支持，是從專業開始，從關心學
生開始，而非受到任何意識形態所指揮。她又強調
她的助選團，每一位都是前線老師，沒有一個是政
治明星，沒有一個參與政黨。

堅持教育「信望愛」
蔡若蓮形容自己是一個平凡的教育工作者，關

心教育，生活簡單，家庭幸福，從小有信仰，對人
生充滿感恩，堅信教育必須有信、有望、有愛，因
為教育成果不是數字，而是對生命的影響，「如果
沒有盼望，就難以堅持下去，故希望通過選舉把這

個理念傳播開去」她說。

對於特首梁振英的評價，包括是否支持他連
任，蔡若蓮表示，目前仍未有人表明參選下屆特
首，故不作評論，但在教育政策方面，梁振英在
上次的參選政綱中，提出教育要休養生息，這是
因為教育界剛經歷教改，到了今天，這政策已不
適合時宜，故需調節，變得「適度有為」才對。
她期望將來的特首能夠真心為教育，將教育放在
優先位置。

蔡若蓮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主修中國語言
及文學，此後多年來不斷進修，擁有3個碩士學
位，現在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她從事教
育工作20餘年，其中任教中學超過10年；她亦曾
經任職教育局，從事校本課程及語文教學支援工
作；近年成立了「幼師薪酬關注組」及「香港教
師夢想基金」，為幼師爭取合理待遇，又鼓勵教
師勇於追尋夢想，實踐積極人生。

挺身參選
    中學校長蔡若蓮宣布參加2016年立法會教育界功能
組別選舉。她以「抉擇」為競選口號，指現在已經到了
「忍無可忍」的地步，必須有人站出來，爭取教育專業
的話語權，呼籲同工作出明智的選擇。

蔡若蓮選舉辦事處
電話：3549 3415  傳真：3549 3447
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樓901A室
電郵：legco2016.ylchoi@gmail.com　
網址：legco2016.ylchoi.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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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聯會為學校及同工提供招聘
及求職中介服務，如有興趣使用此
項服務，請掃瞄以下連結，進行網
上登記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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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
半數受訪學校出現石屎剝落、天花
喉管滲漏等情況，7成綠化天台學校
憂城大塌頂事故會在學校重演。教
聯會促請當局加快改善校舍環境，
確保校舍結構安全。

調查於5月底進行，一周內收到
195個回覆，其中5成半學校的校齡
超過30年。調查顯示，學校受多項
問題困擾，包括石屎剝落(54%)、天
花喉管滲漏(49%)及隔音欠佳(41%)
等。近9成學校批評教育局的維修
撥款不足，7成半指維修增加財務壓

力。此外，近7成學校憂慮城大塌天
花事故會在學校重演，逾9成半人期
望政府為出現安全風險的校舍進行
維修。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現
時部分學校的校舍環境不甚理想，

早在六、七十年代落成的舊式校
舍，環境及設施已追不上現時的課
程發展，促請當局改善，並加強財
政及技術支援。蔡若蓮又期望政府
正視綠化天台學校的憂慮，盡快推
出具體支援措施，確保校舍結構安
全。

天花剝落喉管滲漏 教聯促正視校舍安全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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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訊〕蔡若蓮於5月25日接受
DBC數碼電台訪問，指學校任何牽
涉結構安全的工程都要事先申請並
通知教育局，至於學校參與環保計
劃，她建議當局提供清單，羅列可
提供協助的專業人士供學校參考。

9成教師帶病上學 身心健康響起警號

    左起：副秘書長林樂、副主席
蔡若蓮、王惠成。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今年
教師在學校工作所面對的壓力較去年增
加，負面情緒亦相對較多。過去半年教師
受到多項健康問題困擾，超過9成人即使
生病也要帶病上課，情況急需正視。

調查於5月份進行，兩周內收到逾
800位中小學教師回應。調查發現，93%
教師表示過去一周出現負面情緒，當中近
8成半人認為自己疲乏，感到洩氣及憤怒
的教師亦超過半數。7成半教師指工作壓

力較去年增加，近6成半教師自評工作壓
力大，以10分為滿分，平均高達6.74分。
超過7成半人不鼓勵自己的子女或學生投
身教師行列，比例高於過去兩年。

調查又發現，受訪教師過去半年平
均受到6項健康問題困擾，包括喉嚨痛
(72%)、聲帶發炎/聲沙(57%)、頸肩疼痛
(56%)，以及腰酸背痛(51%)等。女教師的
健康問題較為嚴重，當中患上皮膚敏感、
長期站立引致腿部不適等疾病的比率，較

男教師高出超過10％。92%教師經常或不
時帶病上班，較去年的83%進一步上升。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促請當局全面
檢討班師比例，增加撥款讓學校聘請更多
行政人員，以減輕教師工作量。她又指，
政府多年沒有調整教師的病假津貼，促請
當局改善中小學教師的病假計算準則，並
容許學校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長遠需
檢討教師的醫療福利，以改善教師的身心
健康狀況。

聯署促正視小學不公待遇 
〔本報訊〕教聯會於6月中發起全港教

師聯署，促請政府正視小學教師的不公平待
遇，訴求如下：
1.   汲取十年前殺校的悲痛教訓，要求政府及
早應對縮班危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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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面檢視全日制小學教師人手編制，減輕
教師工作壓力。

3.    立即增加學位教席，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
逐步與中學看齊，長遠全面學位化。

4.   盡快縮窄中小學校長的薪酬差距，同時檢
討小學中高層教師的待遇，以吸引人才加
強領導，持續改善小學教育。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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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教師體育節」所有賽事已於5月底順利
進行，參賽健兒來自全港200多間學校，一共超過
1,500人次。今年的足球、羽毛球和乒乓球賽事均於
5月22日舉行，籃球賽事則於5月29日進行對壘。

「教師體育節」是目前教育界最具規模及最多
教育工作者參與的體育盛事，目的是通過運動比賽
團結同工，發揮團隊精神，推廣體育文化，並將運
動競賽的精神，包括公平競爭、和平友愛和互相尊
重等價值向社會大眾宣揚。� 攝影：葉毅良、麥家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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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了，教育亦需要變」—訪戴希立 撰文：教聯會教育政策部

〔本報訊〕幼師薪酬關注組調查
發現，超過4成幼師每周工作61小時或
以上，表示每天工作後感到精力耗盡
的幼師有9成半。逾8成幼師認為薪酬
未能合理反映其學歷及年資，亦與工
作量不成正比。在工時長、待遇欠佳
的情況下，過半數被訪者表示會考慮
離開幼教行業，當中以年資較短的幼
師尤甚。

為了解幼師的工作狀況，關注組

於5月向全港幼稚園發出問卷，收到近
1,700位幼師的回應。對於免費幼教薪
酬政策，6成人認為能改善低薪及不穩
定問題，但96%受訪者不滿教學年資
得不到重視，98%幼師更要求政府按
年資和學歷設立薪級表。

關注組召集人蔡若蓮重申，政府
應重設幼師薪級表，按教學經驗及學
歷給予幼師合理薪酬，以避免人才流
失，青黃不接；並建議提供資助，鼓

勵幼師進修，同時設立
代課機制，以改善幼師
帶病上課的情況。

幼教工時長 逾半幼師考慮轉行問卷調查

    左起：荃灣商會朱
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
幼師薪酬關注組召集人
蔡若蓮、荃威幼稚園校
長張如卉。

蔡若蓮望「一帶一路」
有周詳安排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6月
14日在Now新聞台表示，一帶一路獎學金計
劃能夠讓學生增廣見聞，促進文化交流，希
望當局盡快推出全面和周詳的安排。

逾2千教師聯署促中一「凍班」

〔本報訊〕適齡中一學生人
數持續下降，學校再度面臨縮班危
機，教師被迫「不務正業」，四出
張羅學生。教聯會要求政府為業界
提供穩定的教學環境，並於4月發
起聯署，促請當局凍結未來兩年中
一班級數目，一共收到來自76所中
學、2,103個簽名支持。

按本港12歲學齡人口推算，在
2016/17學年，適齡中一生人數將
跌至48,100人，估計將出現5,350個
剩餘學額，新學年或需縮減178班中
一，並預料最快要到2020/21學年才
可回升至64,100人。不少中學在未
來數年將要面臨嚴峻的收生危機，
可惜政府在幾年前推出「三保」之
後，便沒有再跟進過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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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過去數年
很多學校都費盡心力求存，弱勢學校尤其
嚴峻。這些學校在照顧學習差異和改善學
生行為方面，比一般學校付出更多，對社
會的貢獻絕對不能忽視。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指出，由於教師
要「跑數」，關顧學生的時間與精力相對
減少，加上在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下，
學校需要陸續交還教席，令教師士氣低
落，人心惶惶。

為此，教聯會要求政府撥出額外資
源，將未來兩年的中一班級數目，凍結在
2015/16學年的水平，以穩定教師團隊，
以達至「保學校」、「保教師」、「保實
力」的目標。本會已於6月24日將簽名轉
交教育局，促請政府回應教師訴求。

戴希立在回歸前已參與制定香港的
教育政策，至2000年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
成員，有份促成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
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被喻為
香港教育改革的「三頭馬車」之一，至今
在多方面協助政府促進教育發展。近來，
昔日的「三頭馬車」再聚首，合作研究現
時的教育政策，並為香港教育的未來提出
改革建議。相關政策建議公布前，戴校長
接受專訪回顧了15年教改，並分享了他對
香港教育的願景。

以往之諫
作為教改「三頭馬車」之一，戴校

長對當年的政策仍感自豪。他表示，當時
教改的藍圖包含了目標、方向、內容及政
策，是一份十分全面的報告書；加上當時
的想法是希望盡量讓不同持分者參與，
所以做了三次大型諮詢。他還表示，早
在1997年回歸前，他、梁錦松、程介明及
曾鈺成等人已成立一個小組為特區教育發
展籌謀，當時也進行了一次大型諮詢，見
了120個組別代表（每8位校長或3位立法
會議員為一組）。由於當時大家都對回
歸很有信心，故意見不絕，很有抱負，

討論所得就成為了首任特首第一份施政
報告的教育部分，而教改一環亦早已包
含在內。換言之，2000年的教改報告書
是經多年努力集結而來的精華：「當時
社會及所有傳媒都很支持。」其舊拍檔
羅范椒芬就形容：「那是香港教育的願
景。」

訪問中，戴校長不止一次以「世界
變了，教育亦需要變」為教改下註腳，
言談間可見，他認為改革是必須的。但
回頭看，他亦承認其中有些部分與他們
的期望相反，甚至是有所不足。「有些
是我們看到，但無能為力的，如學生人
口下降，教育界用了很多精力去對抗縮
班殺校，相應地對教育的投入就少了，
政府亦有取捨，這些都不是我們能控制
的；有些是我們看到，但做得不好的，
就是回歸後放了很多資源在教育上，錢
多了，就出現了問責文化，隨之而來就
是對公眾的交待、無數的文件及會議，
加上又有校本管理，所以教育界當時面
對的不止是教改，更是無窮盡的文件及
會議。」他表示，這些額外的工作加上
縮班殺校的壓力，完全是違反了當時教

改第二份報告的目標：「創造空間，追
求卓越。」他無奈地說：「當時創造不
了空間，反而因為異化而加重了教師的
工作量。我覺得很可惜，這個情況到今
時今日仍未能解決。」

知來者之可追
教改的不足自有歷史評價，未來，

不知戴校長有何願景？「香港社會的問
題很多，我亦無能力去解決。但單純從
教育界的自身發展、支援及消除障礙來
說，我認為有三方面可以考慮，這亦是
我們現在研究的重點。」他解釋，第一
是如何加強對學校的支援，讓它們能有
發展或改革的誘因，這可從增加教育經
費和引入商界及家長入手，讓不同界別
將知識引進學校，建立聯繫及協同效
應。第二是掃除障礙，一方面為老師及
學校去除繁文縟節，為教與學創造空
間；另一方面則為學生解決升學障礙，
鼓勵職業教育及文法教育與中學配合，
讓學生在傳統升學途徑以外有更多選擇
之餘，亦能按其興趣發展。第三是學校
要有所改變，這集中在兩點：一，學生
要學甚麼及如何去學；二，老師如何

提升其教學效能
及為學生建立價
值觀。他強調，
學生學甚麼及如
何去學仍有待討
論，但價值觀的
建立應由「體驗式學習」做起，例如去
過外國實習的學生，就會知道世界是怎
樣的；去過內地義教的學生，就會了解
弱勢社群的情況及其對教育的渴望，這
些體驗及價值觀是不能僅靠灌輸知識去
建立的。

自下而上
對於香港教育的未來，戴校長將

心力放在當下的教育研究報告中。他表
示，這次研究小組無一成員有官方背
景，名副其實是「自下而上」的報告。
他希望能在民間崗位上發揮專業，推
動教育發展；亦渴望與公眾分享教育理
念，並期望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及理解。
如無意外，是次報告應會由下屆政府
「接手」，被問到對新領導有何期望
時，戴校長笑說：「希望有心做好教育
的人能採用我們的報告！」



特殊學校組冠軍由基督教中國佈
道會聖道學校奪得，負責帶隊的胡翠婷
老師過去幾屆亦有參與全港師生烹飪比
賽，並曾獲得冠軍，今年再帶領同學吳
景棠和粘宏境，以菜式「孔雀開屏展歡
顏」參賽。「孔雀開屏」使用了豆腐、
墨魚膠及蘆筍等材料，全以灼、煲、蒸
方法烹製，其中一個步驟是將軟豆腐切
成薄片，然後再蒸熟去水，從而達至外
軟內脆的效果。

評判楊惠儀老師點名讚揚此技術難
度甚高，而製成品口感豐富，效果十分

之好。除了冠軍，他們還奪得「最合拍
大獎」。胡老師表示，他們先構思好菜
式，然後加入技術元素，再經不斷測試
才能完成作品，「過程雖然辛苦，但十
分享受與同學分工合作，一起完成比賽
的時光。」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由本會與稻

香集團合辦，當日由稻香集團業務總監
鄭浩源、稻香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總幹
事鍾震峰、資深烹飪導師陳粉玉、教聯
基金會秘書長李鳳瓊、教聯會副主席陳
美娟，以及理事楊惠儀擔任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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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香美饌敬雙親」－全港師生烹飪比賽2016
 寶血會上智成大贏家  聖道學校奪兩獎

今年教聯會的「全港師生烹飪比賽」
於5月28日舉行，主題為「豆香美饌敬雙
親」，參賽者需以「豆」作主菜，設計一
款健康味美的菜式，藉以表達對父母的敬
意。評判之一、本報專欄作者楊惠儀老師
在賽後讚揚各參賽者的水準十分之高，比
賽過程亦充分體現了師生之間的合作無
間。

「全港師生烹飪比賽」自2012年開始
舉辦，一直深受同工歡迎。比賽分為初中
組、高中組、特殊學校組和教工組，每組
需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作品，然後用1分鐘
向評判講解。

寶血會上智水準一流 奪冠實至名歸

當日比賽的大贏家為實血會上智英文書院，他們同時奪
得初中組與高中組冠軍。初中組由劉凱思老師帶領胡凱穎及
何嘉源同學，菜式名為「望親如意，恆健若竹」，以腐皮、
腐竹及豆干等製成，寓意父母事事如意、身壯力健。

高中組則由吳苑玲老師帶領劉昭琳及葉卓姿同學，菜式
為「扇枕溫衾」，其名稱是來自《二十四孝》中的典故。材
料包括豆腐、魚肉及青瓜等，營養和香味都十分豐富。眾評
判一致讚揚師生在選材、時間分配和烹調技巧上都達至一流
水準，初中與高中組雙雙奪冠可謂實至名歸。

軟豆腐切片難度高 聖道學校奪兩獎
得獎名單
特殊學校組

名次 得獎菜式 學校
冠軍、最合拍大獎 孔雀開屏展歡顏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亞軍 心花．綻放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季軍 逗你開心孝滿分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優異獎 包容．關懷．一點甜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觀塘）

初中組
名次 得獎菜式 學校
冠軍 望親如意，恆健若竹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亞軍 推衾送暖 心柔如月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季軍 一「墨」相承 明愛馬鞍山中學
優異獎 完美愛 裘錦秋中學（元朗）

高中組
名次 得獎菜式 學校
冠軍 扇枕溫衾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亞軍 愛．回家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季軍 豆香滿溢頌親恩 德愛中學
優異獎 媽媽，心太軟！ 聖芳濟書院

教工組
名次 得獎菜式 學校
冠軍、最具創意菜式大獎 愛心滿漢寶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亞軍 母愛滿溢，孝道盡顯 寶覺小學
季軍 幸福寶盒 賽馬會官立中學
優異獎 櫻花蝦炒豆漿 路德會救主學校
比賽相片及短片已上載本會網頁及臉書，歡迎瀏覽；得獎食譜將於下學年起陸續於《教聯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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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師：Eddie Yau
拍攝地點：慕尼黑
簡介： 八月初在慕尼黑的穀物市場中見到一對街頭賣藝者惹笑的

演出，歌曲講述一對男女從戀愛、結婚，到生兒育女中經
歷的甜酸苦辣。胖胖的女角演出特別搞笑，由含羞答答的
少女到野蠻潑辣的人妻，演來絲絲入扣，惹來不少笑聲，
演丈夫的男角活像我國怕妻如命的陳季常，可憐又可笑。

拍攝地點： 荷蘭羊角村
簡介： 羊角村也有人稱「荷蘭威尼斯」，遊客乘坐平底木船穿梭

密佈的水道，是最好的方式來體驗羊角村，聆聽船夫兼嚮
導娓娓細說各個房子的歷史與特色和欣賞廣大的湖泊和運
河，悠然自得。

攝影師：譚永安

攝影師：鄭國超老師
內容簡介： 每年九月尾開始至十月尾是影殘荷的時侯，鏡頭

下的荷塘已褪盡艷麗浮華的色彩，呈現出最質樸
的本色，東倒西歪，七零八落的殘荷在平滑的水
中對影成趣，組成了千姿百態的幾何圖形，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時間呈現出不同的線條美，讓人
回味無窮，感悟良多。

      殘荷之美，美在鞠躬盡瘁，美在滄桑歷盡，美在
簡約無華，美在意境深遠。

拍攝技巧： 要拍攝得有好的效果，我們拍攝前先搜尋一些極
殘的殘荷，更有悽美感覺，畫面的構圖要預留空
間位日後載入詩詞提字，增強畫面更有意境的味
道，拍攝時當然改變白平衡及iso的設定，做出
不同的色溫。

攝影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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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愛麗斯要來點重
口味，帶大家吃印度咖
喱！

　　第一次跟印度朋友去
灣仔的Himalaya，失望而

回，因為當晚有印度人包場開派對。但回
頭一想：印度人包場！可見這裏賣的都是
正宗和美味的印度菜！

　　餐廳在午飯時間提供自助餐，一般的
菜式都有，例如沙律、十來款熱食如薯
角、咖喱雞、鷹嘴豆、炒雜菜、印式米飯
等，甜品則是由豆蓉煮成的布丁。自助餐
食物的味道不太濃烈，適合香港人。

　　印度美食有南北之分，然而，精髓均
在於香料，其豐富之處，令人目不暇給，
也形成了獨特的風味。飽餐一頓之後，愛

麗斯最愛來一杯充滿小豆蔻香
的香草茶，結帳前還向服務員
要一點香草和糖果，用來清新
一下口腔，才感覺圓滿！

消閒好去處
歷史博物館辦古城航海展

香港歷史博物館由即日起
至8月29日舉行「海上雄師—
羅馬海軍與龐貝古城」大型展
覽，展出由意大利借出的約110
組珍貴展品，包括首度來港的
龐貝古城罹難者遺骸模型。

莫奈作品展延長開放時間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正舉

行「他鄉情韻—克勞德．莫
奈作品展」。由於參觀人數眾
多，館方由即日起至7月11日延
長開放時間，逢星期三、周末
和公眾假期，展覽開放至晚上8
時。

九龍公園辦藝趣坊
九龍公園推出新一期「藝

趣坊」活動，由即日起至明年5
月28日，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在公園長廊舉行，時間為下午
1時至7時。場內設30個攤位，
手工藝品包括繩編、紙藝、皮
革、花藝飾物等。

重口味—印度咖喱 愛麗斯美
食
地
圖

1

５４

２

３

  1.    Salad bar有幾款蔬果，醬汁是清涼的乳
酪。

  2.    十多種常見的印度美食。
  3.  自助餐附送溫軟的麵包（naan）。
  4.   奶昔有減辣作用，愛麗斯最愛芒果奶昔

（mango lassi）。
  5.    兩款咖喱豆素食，都是從餐牌裏散點出

來的。
  6.    飯後咀嚼香草混和糖果，可以清新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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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的醫療設備，如
光、電、聲、熱等機械，其治
病原理之一就是熱效應。以下
幾種症狀，用風筒一吹，也可
取得意想不到的舒緩效果：

1. 打嗝
持續打嗝可能是橫肌痙攣，不
但感覺難受，還會影響日常生
活。拿風筒往胃部吹十來分
鐘，往往可以緩解。

2. 落枕
早上起床後發現落枕，用風筒
在肩頸位置吹一段時間，便會
發覺鬆動多了；傍晚再吹一
次，可再減輕脹痛感。其他痛
症例如肌肉酸痛、痙攣、腳部
抽筋等，亦有一定效用。

3. 腰酸背痛
腰酸背痛很普遍，尤其是老年
人。如不想出門，可用風筒吹
整條脊椎，以舒緩酸痛感覺。

4. 肩頸疼痛
因著涼引起肩頸痛，可利用風
筒的熱風，改善局部血液循
環，達到散寒止痛的作用，更
可配合藥油，沿肩頸位置輕
揉，直至局部皮膚微熱。

5. 鼻竇炎、流鼻水
每天起床後不斷流鼻水、打噴
嚏，實在令人煩厭。將風筒調
到弱風，對著鼻孔輕輕的吹，
鼻塞時吹、流鼻水時也吹，每
天持續使用，假以時日便可改
善。

6. 腹脹腹瀉
當腹部受涼或飲食不當引起腹
脹、腹瀉時，可用風筒以肚臍
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用熱風吹
幾分鐘，即可感到腹部舒暢，
並有氣體排出，一般2至3次即
好。

民間偏方

這些風筒一吹就好的「病」，
醫生不會告訴你！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學生創作坊」誠徵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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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贈書券50元正及嘉許狀乙張。

T club定期都會舉辦名人飯
局，剛過去的6月6日6點零6分，
就邀請了財經界名人「陸叔」陳
永陸先生擔任嘉賓。陸叔縱橫金
融市場多年，累積了不少經驗，
面對全球經濟下滑，本港政局不
穩，不少市民都對未來感到憂
心。當晚陸叔一邊用餐，一邊與
同工分享心得，小記亦聞風而
至。

陸叔話，投資最重要的是做
好準備，即使「假手於人」，都
要了解交托的是甚麼人，而且每
隔一段時間，都要審視個人投資
狀況。

陸叔又話，股票市場跟人生
一樣，有高低起跌，當下即使困
難重重，幾年後再回看，其實小
事一樁。他回憶起初初入行，大
約70年代之時，華人地位甚低，
洋行洗手間亦分三個，一是外國
人專用，二是管理階層華人專
用，最後的才可予本地人使用。
經過不斷努力，才爭取到後來的
公平，故此陸叔勉勵年輕人要自
強不息，時刻提升競爭力。

陸叔即將64歲，但無論外
表與心境都十分年輕，「雖然已
六十多歲，但我感到人生才剛剛
開始。最寶貴的財富其實是健
康和時間，所以要時刻保持開
朗。」小記問陸叔，如果可以回
到過去，會否選擇同樣的人生？
陸叔指仍然會選擇投身金融業，
並笑說如果可以用金錢換回青
春，或許是個不錯的投資呢！

  本報記者  麥家羲

T Club【名人飯局－陳永陸】

心靈品書齋

「躁底」就是躁鬱症？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間中收過以下查詢︰「我的兒子動不動便在學校和人爭執，是否躁鬱
症徵狀？」、「我的脾氣常常很差，在面對工作壓力時很易失控，是否躁
鬱症發作？」

看來，很多人自以為自己「躁底」，就是得了躁鬱症（Bipo l a r 
disorder）。

顧名思義，「躁鬱症」包含了「狂躁」與「抑鬱」兩大情緒元素，像
以上提及的情況，若患者只有所謂「躁底」的一面，實際上並不足以分辨
他究竟是否患上躁鬱症。事實上，當人遇到壓力，出現煩躁不安的情緒是
正常情況，也不足以憑此斷定他們患上此病。

典型的躁鬱症個案，患者會隨著不同時期，表現出極端的兩種情緒反
應，在「狂躁」的狀態下，他們的心情極度亢奮，整天幾乎毋需休息，經
常滔滔不絕地向他人交待自己的各種「大計」，亦變得自信心「爆棚」，
認為他人比不上自己。可是，這個狀態通常只會維持一段時間，過後患
者又會陷入一段長時間的「抑鬱」低谷，對前景感到悲觀，心情沮喪失
落，對日常嗜好失去興趣，睡眠質素變差，甚至出現自我傷害的念頭。在
「躁」、「鬱」兩種極端情緒狀態交替之下，患者的心情不穩，旁人亦難
以適從。

所以，躁鬱症是「情緒過山車」，而「躁底」的人如果只躁不鬱，不
算這種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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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及繪圖課程
教聯會、偉聯實業有限公司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AU66A
B班 課程編號：16AU66B
C班 課程編號：16AU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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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班
開課日期：8月5日（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下午7:00-10:00
B班
開課日期：8月16日（逢星期二，共6節）
時間：下午7:00-9:00
C班
開課日期：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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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畫課程
課程編號：16AU07

    介紹各種書畫用具，紙、筆、墨、
硯的類別及使用方法。研習各類傳統山
水元素的技法，包括各類樹、石、山、
水、雲、屋的技巧研習。需於堂上練習
及回家做習作，歡迎初學者參與。
導師： 
張伯勳（自小研習中國水墨畫，曾隨關應
良老師、張韶石老師及朱修立老師研習
山水花卉經年，尤擅山水寫生，崇尚師
法自然。近年擔任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國畫組評判）
開課日期：歡迎查詢（逢星期一，共12
節）
時間：下午6:30-8: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900　非會員$1,000
名額：8人

夏日低糖小食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33

導師：吳可豐、彭安安
開課日期：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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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會員$100　非會員$180
名額：5人
備註： 
1.參加者請自備圍裙及食物盒。
2.二人同行優惠：$150兩位，歡迎親子同
行（只限會員）。

正確解讀你的體質課程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1

    介紹不同涼茶特性，讓學生了解個
人體質，飲用合適涼茶。
導師：王維茵（註冊中醫師）
開課日期：7月30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20　非會員$4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適糖雪糕示範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2

導師：余雁美
開課日期：8月13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30　非會員$50
名額：5人

中醫經絡養生保健基礎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3

導師：王維茵（註冊中醫師）
開課日期：8月20日及27日（逢星期六，
共2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80　非會員$120
名額：10人

重新認識糖尿病課程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4

    確診糖尿病的一刻，大多數人都會
感到沮喪和無助。認識是開始新生活的
第一步，歡迎家屬一起參與！
導師：Kammie
開課日期：8月18日（星期四，全1節）
時間：下午7:00-8:0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2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適糖冰皮月餅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5

    製作健康而好味的月餅，分享佳節
樂趣。
導師：趙仲儀
開課日期：9月3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100　非會員$18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薑汁紅棗糕示範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6
導師：伍美華
開課日期：9月24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6:00-10:0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非會員$300
名額：10人

認識腕管綜合症課程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6AOD57
    糖尿病及長期使用手機增加患腕管
綜合症（手腕痛）的風險，本課程介紹現
今各種治療方法。
導師：賴偉強博士
開課日期：10月15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收費：會員$20　非會員$40
名額：10人
備註：即場有免費初步腕管綜合症風險
評估/檢查。

拉丁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AU38
導師：Jekubb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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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非會員$3,000
備註：此乃循環班，歡迎隨時加入。

空手道課程
教聯會、創道館 合辦
課程編號：16AU82
    空手道訓練分顏色帶和黑帶兩個階
段，包括白帶，黃帶，綠帶，藍帶，啡
帶，黑帶。每個級別都必須受嚴格訓
練，並通過考試方可晉級。創道館空手
道課程內容包括基本禮儀，體能訓練，
柔軟體操，拳腳運用、搏擊及自衛術。
課程將安排學員考試晉級。
導師：
曾令光（曾獲英國及香港空手道比賽冠軍
及自由搏擊冠軍）
開課日期：歡迎查詢
時間：下午6:00-7:00（逢星期五）
地點：教聯會會所
月費：會員/非會員$380 
名額：6人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適當的道衣上課，
或可於課堂上向導師訂購（$380）。

自衛防身術課程
教聯會、創道館 合辦
課程編號：16AU81
    教授正確的防衛觀念，增強自我心
理防衛能力。運用空手道、自由搏擊及
應用力學原理等方法防身自保，防身術
體育運動簡單實用，即學即會，效果驚
人。
導師：曾令光
開課日期：歡迎查詢（逢星期五，共8節）
時間：下午7:15-8:15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760
名額：6人
備註：參加者需穿著運動服裝上課。

中國畫系列
花鳥畫初階課程
A班 課程編號：16AU01
B班 課程編號：16AU02

    課程包括描繪花卉、鳥獸、魚蟲等
題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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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查詢（逢星期二，共12
節）
時間：下午6:00-7:30
B班
開課日期：7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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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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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山水畫課程
課程編號：16AU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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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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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筆畫課程 
課程編號：16AU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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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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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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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楷書課程
課程編號：16SU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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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畫系列
水彩畫課程
課程編號：16SU11

    介紹各種書畫用品及使用方法。研
習構圖、色彩、透視以及風景寫生技
法。需於堂上練習及回家做習作，歡迎
初學者參與。
導師：
陳一權（現任水彩藝術學會副會長、香港
寫生學會副會長，師從李克倫老師及香
港美術專科學校陳海鷹校長學習水彩畫

及油畫，曾多次舉辦個人水彩畫展）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四，共12節）
時間：下午7:00-9:0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850　非會員$950
名額：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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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U56A
B班 課程編號：16AU56B
C班 課程編號：16AU56C
D班 課程編號：16AU56D
E班 課程編號：16AU56E
F班 課程編號：16AU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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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導師：
陳婷（聰美然Smart Beauty Natural的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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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及11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10:00
B班
開課日期：7月9日及16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下午1:00
 C班
開課日期：8月6日及13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下午1:00
D班
開課日期：8月8日及15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10:00 
E班
開課日期：9月3日及10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下午1:00  
F班
開課日期：9月5日及12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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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班 課程編號：16AU59A
B班 課程編號：16AU59B
C班 課程編號：16AU59C
D班 課程編號：16AU59D
E班 課程編號：16AU59E
F班 課程編號：16AU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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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班
開課日期：7月18日及25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00
B班
開課日期：7月23日及30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C班
開課日期：8月20日及27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D班
開課日期：8月22日及29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00
E班
開課日期：9月17日及24日
（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00
F班
開課日期：9月19日及26日
（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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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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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課程可免費獲贈方巾乙條。
3.本課程不接受插班或調班。

健身氣功課程
課程編號：16WI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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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逢星期三，共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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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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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U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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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約8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成人學費：會員$450　非會員$500 
學生學費：會員$300　非會員$35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1.學員須穿著空手道服，服裝可於道場購
買，另請自備水和毛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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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U28
B班 課程編號：16AU29
C班 課程編號：16AU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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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香港瑜伽舍（荔枝角總校）
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香港瑜伽舍（荔枝角總校）
C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10節）
時間：下午6:00-7:00
地點：香港瑜伽舍（荔枝角分枝）
成人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50
學生學費：會員$600  非會員$650
備註
1.此乃循環班，歡迎隨時加入。
2.享有學生優惠的學員須出示全日制學生
證或手冊。

纖體拳擊健身舞班
教聯會、瑜伽舍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AU31A
B班 課程編號：16AU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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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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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四，共10節）
時間：下午8:30-9:30
地點：香港瑜伽舍
成人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50  
學生學費：會員$600　非會員$65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1.享有學生優惠的學員須出示全日制學生
證或手冊。
2.此乃循環班，歡迎隨時加入。

演藝系列
教聯會合唱團（下半年）
課程編號：16CH01

    由著名指揮家石信之先生指導的教
聯會合唱團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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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共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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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班 課程編號：16AU56B
C班 課程編號：16AU56C
D班 課程編號：16AU56D
E班 課程編號：16AU56E 
F班 課程編號：16AU56F
G班 課程編號：16AU56G
H班 課程編號：16AU56H
 I班 課程編號：16AU56I
J班 課程編號：16AU56J
K班 課程編號：16AU56K
L班 課程編號：16AU56L
M班 課程編號：16AU56M
N班 課程編號：16AU56N
O班 課程編號：16AU56O
P班 課程編號：16AU56P 
Q班 課程編號：16AU56Q
R班 課程編號：16AU56R
S班 課程編號：16AU56S
T班 課程編號：16AU56T
U班 課程編號：16AU56U
V班 課程編號：16AU56V
W班 課程編號：16AU56W
X班 課程編號：16AU56X
Y班 課程編號：16AU56Y
Z班 課程編號：16AU56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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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班
開課日期：9月28日（逢星期三，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C班
開課日期：9月29日（逢星期四，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D班
開課日期：9月30日（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E班
開課日期：7月8日（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F班
開課日期：7月9日（逢星期六，共6節）
時間：下午3:30-5:00（銅鑼灣上課）
G班
開課日期：7月10日（逢星期日，共6節）
時間：下午4:30-6:00（旺角上課）
H班
開課日期：7月15日（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I 班
開課日期：7月25日（逢星期一，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J 班
開課日期：7月26日（逢星期二，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K班
開課日期：7月27日（逢星期三，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L班
開課日期：7月28日（逢星期四，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M班
開課日期：7月29日（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N班
開課日期：7月30日（逢星期六，共6節）
時間：下午3:30-5:00（銅鑼灣上課）
O班
開課日期：7月31日（逢星期日，共6節）
時間：下午4:30-6:00（銅鑼灣上課）
P班
開課日期：8月22日（逢星期一，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Q班
開課日期：8月23日（逢星期二，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R班
開課日期：8月24日（逢星期三，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S班
開課日期：8月25日（逢星期四，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銅鑼灣上課）
T班
開課日期：8月26日（逢星期五，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U班
開課日期：8月27日（逢星期六，共6節）
時間：下午3:30-5:00（銅鑼灣上課）
V班
開課日期：8月28日（逢星期日，共6節）
時間：下午4:30-6:00（銅鑼灣上課）
W班
開課日期：9月24日（逢星期六，共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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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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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za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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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總校）/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1號香港紗廠六期工業大廈10樓

B1室
香港瑜伽舍（荔枝角分校）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5號九龍廣場19樓10室
Giga Music Box  九龍旺角廣東道1155號日昇廣場1樓02室/
  銅鑼灣謝斐道509號銅鑼坊商場93 & 98號鋪
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325-329號保安道市政大廈2樓
荃景圍體育館  新界荃灣美環街38號

查詢電話：
2963  5100黃嘉敏小姐（Caris）/ 2963  5185區綺婷小姐（Mandy）

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時間：下午3:30-5:00（銅鑼灣上課）
X班
開課日期：9月25日（逢星期日，共6節）
時間：下午4:30-6:00（銅鑼灣上課）
Y班
開課日期：9月26日（逢星期一，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Z班
開課日期：9月27日（逢星期二，共6節）
時間：下午7:30-9:00（旺角上課）
地點：Giga Music Box
學費：會員$320　非會員$350
名額：每班8人
備註：
以上課程45分鐘為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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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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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U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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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U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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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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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四，共25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荃景圍體育館 
學費：會員$1,400　非會員$1,500

摩登舞（標準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AU37
    課程包括華爾兹、探戈、狐步、快
四及維也納華爾茲。
導師：Kristjan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25節）
時間：下午9:00-10:30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學費：會員$2,000  非會員$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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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 濟南 泰安 濰坊
五嶽泰山、棧橋公園、八大關、黑虎泉、大明湖包乘船
港龍5天直航團

出發日期：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
會員價$5230 / 非會員價$5330 / 
小童$4730 （11歲以下不佔床）

（包香港領隊導遊服務費及香港機場稅）
每位會員可用會員價為同行團友報名，上限4位。
天數 行   程 早餐 午餐 晚餐

1 香港 青島→風箏之城－濰坊→楊家埠民俗大觀園（風箏製作、
博物館及木版年畫） 

× 航機上 濰縣
風味

2 泰安→五嶽之首泰山（包上、下山索道、環保車、門票）→南天
門→中天門→玉皇頂→天街→科技珍珠館→寶樹堂→泰安

酒店 泰山石
鍋豆腐

泰山煎餅
農家宴

3 夭地廣場→禦貢緣木魚石→濟南→大明湖新區（包乘船遊湖）→
黑虎泉→芙蓉老街→淄博→東周殉馬館→濰坊

酒店 餃子
風味

農家宴

4 青島→08奧帆比賽中心及火炬台→八大關風景區→劈柴院風情
街→濱海觀光木棧道→小魚山公園→青島啤酒街

酒店 青島
漁家宴

魯菜
風味

5 青島地標→棧橋公園→回瀾閣→海產店→外觀天主教堂→青島
香港

酒店 家常風味 ×

承辦旅行社：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報名查詢：2963 5191楊小姐 / 2963 5195郭先生
截止日期：2016年7月15日

特別加遊：（不另收費）
   1.中國古車博物館
     2.青島市區夜景
      3.青島啤酒博物館
        4.青島啤酒廠

德國嘉寶娜護膚品

 

產品    會員價
草本爽膚水（237ml） $300  $220
黑頭BYE BYE（30ml） $268  $198
清爽控油潔面泡沫（120ml） $368  $292
純天然海藻面膜（120ml） $322  $250
純天然24小時海藻防曬水份霜（120ml） $268  $255

柏沛樂蘋果果膠（30包裝）
 

    柏沛樂™所使用的蘋果從波蘭蘋果果園種
植，果膠可幫助身體排走有害的重金屬。
會員價$1215/盒 

CirQ-Life 保健產品

產品    會員價
Suga Balanz 糖衡素（60粒）
•有助穩定血糖及膽固醇 $600  $420
CirQ-Life Regular循血寧（60粒）
•促進血管暢通 $600  $420
CirQ-Life Plus  特效循血寧（60粒） $730  $511
OPC Ginseng循活寧（60粒）
•改善睡眠質素 $630  $441
Mature Women's Vitality保恩素（60粒）
•改善新陳代謝及敏感 $600  $420

家寶素三高營養素（800g）

•特別添加β-葡聚糖及粗纖維
•高鈣、無蔗糖
•適合關注血壓、血糖、血脂/膽固醇人士服用
•100%澳洲奶源
會員價$149/罐

天然草本驅蚊噴霧 + 全天然檸檬草膏

 

套裝價$48

嵌入式雙頭電磁電陶爐
（GIH-DD28B）
 
• 左面電磁爐，右面紅外線

電陶爐
• 燉藥膳、煮牛腩、煲湯、

煲仔飯、爆炒樣樣皆能
• 德國製陶瓷玻璃面板，直接導熱至鍋具，不傳熱至非烹飪

區
• 10段火力，180分鐘超長定時，配備過熱、空鍋、高低電壓

保護及兩小時自動關機
$5450　會員價$4298

多功能浴室乾衣暖風機
（HTB816）
 
• 多 功 能 合 一 ： 暖 風 、 涼

風、乾衣、換氣
• 三 種 靈 活 安 裝 方 法 ： 天

花、窗口及掛牆
•特配外置密封防水箱，專為窗口及掛牆式安裝而設
• 線控操作，銀、白兩種顏色

（開孔尺寸必須最少為300mm x 300mm，基本安裝費$500）

$2030　會員價$1780

德國寶電器精選

2016三伏三灸
  預防支氣管炎、鼻敏感、體虛頭暈、哮喘、慢性胃炎、胃脹、胃寒胃痛、消化
不良、痛經、產後頭痛、產後四肢冰冷、慢性咳嗽、改善辦公室疲勞綜合癥狀。
  初伏2016年7月16,17,18日（其中一日）
  中伏2016年7月26,27,28日（其中一日）
  末伏2016年8月15,16,17日（其中一日）
  加強2016年8月4,5,6日（其中一日）
  加強2016年8月25,26,27日（其中一日）
康傑醫療診所
查詢及預約：23885263 / 27812867
每次$150（貼藥及診金），$500元4次
7月11日前報名，教聯會會員減收$100及送足浴藥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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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sserie French Angel網上蛋糕店
 

憑有效教聯會會員證訂購蛋糕、西
餅等，可享折扣優惠
查詢及預訂：6333 6071

全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