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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於6月發起「爭公平 增比例 同薪酬」全
港教師聯署，要求教育局正視小學困境，包括縮窄中小學校長的
待遇差距、檢討教師編制、增加學位教師比例，以及實現同工同
酬，共收到2,457名教師簽名支持。教育局亦於7月27日宣布，由
下學年起取消資助小學校長署任一年的要求。本會對此表示歡
迎，並促請當局繼續推出措施，改善小學同工的待遇。

教聯會認為，自回歸以後，教育改革不斷，種種政策如融合
教育、小學全日制等，都令前線教師百上加斤。在教改歷程中，
小學更經歷了長時間的縮班殺校潮，當年政府勒令收生不足的小
學停辦，嚴重扭曲了教育生態，亦衍生大批超額教師。

過去業界多次提出改善小學教師待遇的要求，均被當局藉詞
拒絕。為此，本會發起聯署，提出以下4點訴求：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表示，小學教師面對種種不公平待遇，
嚴重影響士氣，並批評施政報告忽視小學；在同等學歷下，小學
教師的待遇不及中學教師；現時1:1.5的班師比例亦不合時宜，小
學教師除了兼任大量行政工作外，還要在午膳時間照顧學生，同
時擔當輔導員、甚至是家長的角色，大部分同工每日工作超過十
小時，要求當局正視。

成功爭取撤小學新校長署任規定
〔又訊〕經過教聯會多番爭取，教育局於7月27日宣布由下學

年起，取消資助小學校長署任一年的要求。

現時新聘任或晉升的資助小學校長，均須署任一年，期間不
會獲校長職級的薪酬與福利，但中學校長職位卻是直接到任。教
育局早前宣布微調有關安排，下學年起取消署任一年的要求，只
要學校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認定候選人符合工作經驗要求與晉升
條件，即可以向當局推薦聘任。

本會過去一直為小學同工爭取公平待遇，包括進行問卷調
查、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反映意見，並發動學界聯署，本會
必繼續跟進小學教師的待遇問題。 

現已接受投保，詳情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

截止日期﹕2016年10月15日

2016-2017教安康保險計劃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

小學校長梁俊傑

1.  汲取十年前殺校的教訓，及早應對縮班危機，並規劃及落
實類似中學的「三保」政策，確保不殺校，不減教席。 

2.  檢討全日制小學教師人手編制，減輕同工壓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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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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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小學教育。

2,457 聯署促改善待遇
成功撤小學校長署任規定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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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於2016年7月1日
獲特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黃均瑜已分別於2003
年及2011年獲頒榮譽勳章及銅紫荊星章。

黃均瑜獲委太平紳士

免費幼教缺薪級表
 幼師薪酬關注組深感失望

〔本報訊〕教育局在7月20日發出通
告，闡釋明年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的細節。
對於政府拒絕重設幼師薪級表，幼師薪酬關
注組深感失望。

關注組認為，政府建議的薪酬架構並
無約束力，幼師的轉校年資仍然不獲承認；
以中點薪金計算薪酬資助，亦將衝擊聘用較
多資深教師的幼稚園。當局雖表示會設立安
全網，供幼稚園申請額外津貼支付幼師薪
酬，但只有兩年期限，令業界深感不安。

關注組重申，當局必須重設幼師薪級
表，安全網的過渡期亦應延至三年，以配合
幼稚園學制，長遠則實報實銷，全面資助幼
師薪酬。

鄧飛：
「普教中」是接通全國的「路軌」

〔本報訊〕教聯會主席鄧飛在7月7日於港台節目
《左右紅藍綠》談「普教中」。他認為普通話相當於連
接全國的路軌，雖有研究指出「普教中」未能促進中文
學習，但學生能掌握多種語言，始終有益。

鄧飛表示，2008年語常會推出的「推動普教中」計
劃，要求中文科的課時超過一半以普通話教授，而非徹
底取消粵語，這或更利於學生同時掌握兩種語音。他又
引述當代教育家葉聖陶說，「語文」既包括了口頭用語

的「語」，以及書面
文字的「文」。香港
的 口 頭 用 語 是 廣 府
話，假如學生所學習
的中國語文，不足以
跟內地13億中國人溝
通，那麼，這還可稱
為「中國語文」嗎？

黃均瑜：「港獨」是一條死路

教聯會促教局阻「港獨」入校
〔又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8月6日對有學生組織

在校園宣揚「港獨」訊息表示擔憂，並呼籲學校確保學
生免受誤導，參與違法活動。

教聯會認為，當局僅呼籲學校警惕「港獨」並不
足夠，要求局方推出具體措施，以實質行動支援校長、
老師及家長，制止「港獨」思潮在校園散播。教聯會重
申，學校是學習的地方，任何組織不應在校內進行政治
動員，以免干擾學校正常運作，影響學生成長。

教聯會促勿於校園放精靈
〔本報訊〕手機遊戲Poke/mon GO登陸香港，

掀起全城「捉精靈」熱潮。

教聯會認為，校園是學習的地
方，為了讓學生專注學習，本會於7
月29日向教育局遞交信件，促請當局
聯絡遊戲開發商，切勿在校園內放置
小精靈，並呼籲學生切勿過分沉迷，
忽略人身安全及私隱等問題。

身兼小學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黃
錦良表示，個別中小學校園被放置小

精靈，亦有學校被定為補給站，憂慮公眾為捕捉罕
有小精靈而進入校園。據他了解，有學校為此而加

強保安，並要求校工格外留意有
沒有市民因捕捉小精靈而誤闖校
園。黃錦良又說，暑假期間讓小
孩子玩遊戲放鬆一下不是問題，
希望經過8月的高峰期後，學生9
月回校上課時能專心學業，切勿
沉迷遊戲。

〔本報訊〕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副主席黃均瑜於
7月31日的《城市論壇》上指出，香港政壇絕不容許有
「港獨」的空間，任何政治活動都必須在憲法或《基本
法》框架下運作。他強調「港獨」是「一條死路」，直
斥有政黨呼籲中學生成立「港獨」組織是缺德的行為，
推動「港獨」者必遭天譴。

黃 均 瑜 認 為 ， 選 舉
主任取消陳浩天的立法會
參選資格雖是政治決定，
但合情合理，若不滿意大
可提出司法覆核或選舉呈
請。他又呼籲社會關注
「港獨」分子將把香港推
進甚麼境地。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黃錦
良、助理秘書長李炎雄。

翻開《基本法》的第一頁，是序言。序言的第
一句是「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就是
說，香港屬於中國是歷史事實，與政權無關，與政
治無關。分離主義要香港獨立，不是政見問題，而
是意圖分裂國土。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能含糊。

 
翻開《基本法》的第二頁，是總則。總則第1

條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這是政治現實，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
在香港範圍內維護國土的完整；最低限度，不能用
公帑資助港獨分離主義。這是應有之義，合情、合
理、合《基本法》。

 
立法會選舉是公帑資助的活動，立法會是公

帑支付的機關，特區政府有責任確保不能出現「港
獨」聲音和活動空間，這是憲政責任。至於特區政
府用什麼辦法去確保、做法好看不好看，那是能力
問題，不能混為一談。這好比在學校，學生交功課

是責任，功課做得怎樣、及格不及格，那是能力。
 
至於在民間，不用公帑，是否就可以大肆宣

傳「港獨」主張？有人以「言論自由」為由，誓死
保護。港獨是近年才有的新生事物，香港的現行法
律未能跟上，禁止「港獨」，可能無法可依。但自
由並非絕對，如果社會有共識，對某些有損他人或
社會的行為，自然可以立法規管。例如吸煙並不違
法，是個人的自由，但當社會有共識，吸煙危害健
康，便可立法規定不能在公眾媒體出現煙草廣告、
不容許煙草商在社會上推廣吸煙的行為。

 
「港獨」的危害性，廣大市民目前仍然未能體

會得到。以立法會目前的組成，或明或暗支持「港
獨」的議員也是不少，就算政府提出法案限制「港
獨」，恐怕不被否決，也會被拉布拉死。雖然立法
會改選在即，新一屆恐怕也不會有大改變。因此，
估計在往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港獨」的聲音

和港獨分子，打他就「得戚」，不打就猖狂，真的
是很難處理，着着在考驗特區政府的能力，直到社
會認識「港獨」對香港的危害性，才能在某程度上
凝聚強烈的共識。

 
最近就有組織揚言要在全港中學推動成立「港

獨」組織，要把「港獨」思想打入校園的每一個角
落。這雖是癡人說夢，但學校必須提高警惕，慎防
學生誤入歧途。哪怕只有一個，都是不幸。任何有
正常智力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都會知道「港
獨」是一條死胡同；硬是要闖，輕則虛耗精力，重
則盡毁前途。遺憾的是有教育界的代表公然表示，
學生有自由，但責任自負。唉，對學生的不當言行
不予指正，而是聽之由之、不予置評，實在是枉為
人師！

 
執筆至此，不禁懷念司徒華先生。華叔若在，

政壇當不至於如此，教育界也不至於如此！ 

會中人語

懷念華叔 教聯會會長 黃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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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講台

因緣際會的左派起伏 教聯會主席 鄧飛

近年總是聽見不少老左派那種鬱
結心聲，無論是公開文章，還是私下發
言，甚至可以說從前幾年的電影《老港
正傳》，到近年自製的六七紀錄片，都
是這種情緒的公開反映，但可能基於某
些隱諱，幾乎沒有人會完全說清楚造成
那種「解放了但未翻身」之尷尬的社會
大背景因素。

早年香港左派比現在更善於發動群
眾和進行輿論宣傳，除了那個年代的人
員個人工作能力與幹勁之外，當時無論
是共產主義和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反殖
與民族獨立運動，仍然是全世界意識形
態上的顯學，甚至可以說是一股潮流，
是前衛、進步的象徵。香港是殖民地，
而且貧富極為懸殊，再加上從香港到整
個東南亞華人社會對新中國成立後「中
國人民站起來了」所受到的鼓舞與感
召，國際大氣候、中國中氣候、香港小
氣候三個宏觀背景因素，決定了左派在
當時的香港環境下開展工作，其實可能
比我們今天要相對容易些。

六十年代受文革影響，香港左派也
出現不容否定的極左過激現象，結果不
但在香港社會大失人心，而且可能還導
致了一個不被留意的後果：內地結束文
革，撥亂反正，清除極左遺毒，例如有
清除「三種人」之類的政策等。香港左
派中曾經有過的極左過激現象，恐怕也
撞在這個檔口上。

同時，香港自八十年代初步入回
歸，幾乎是與內地擺脫文革極左政治，
開始改革開放是同步進行的。左派思潮
的退潮，經濟發展的重視，不僅僅反映
在內地幹部人事的調整上，其實也反映
回歸過程中的統戰工作上。內地對香港
工商資本家的重視，與對左派及左派群
眾的重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能
也是與重視經濟發展、淡化政治左傾的
改革開放內在邏輯完全一致的。

只是自九十年代初，香港步入代
議政制改革，需要大量動員群眾投票給
「泛愛國陣營」參選者，左派群眾工作

的強項重新發揮起來。但這個時候的世
界大氣候，冷戰結束、蘇東波事件等，
別說香港左派的極左思想沒有市場，連
一切有左派色調的理念，也不容易在香
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喚起絲毫
吸引力。左派發動群眾的最後本領，並
不再是當年挾着國際共運的高潮而作強
勢的思想工作，而轉為今天大家耳熟能
詳的「蛇齋餅糭」。其實這也只說對了
一半，傳統左派的工作方式應該是八個
字：除了「蛇齋餅糭」，還有「噓寒問
暖」。關心群眾生活，而且是基層人員
對基層弱勢群體發乎真心的噓寒問暖，
是在左翼意識形態內外皆退潮之下，能
夠得以維繫大批群眾支持的根本原因。
這種經典的傳統工作方式，恐怕對於已
經習慣了「將工作重點轉向經濟發展
（中的成功商人）」的內地來說，簡直是
似曾相識，但又恍如隔世！

最後一個被忽略了的因素是：香
港始終是一個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社會，
香港左派由於歷史的原因，除了受到殖

民當局精心設計的打壓之外，既抵制過
港英會考，又過度依靠以前的中資機構
解決就業問題，造成了左派團體中，符
合香港主流社會專業要求的人才嚴重匱
乏，因此在回歸後期和回歸之後，能夠
輸送的治港人才、專業人才其實真的不
多。即使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教育的提
升，出身於左派人士家庭、學校、團體
等背景的優秀大學畢業生、專業人士越
來越多，但是在左派思潮全面退潮、建
制意識形態極端貧乏的環境下，這些人
才願意投身於左派陣營和事業的，並
不會很多的。左派專業人才的缺乏，
也自然而然造成不得不依靠專業人才集
中之地——中間派人士身上。沒有重用
左派，不一定純粹源於政治上的歧視或
冷待，也可能源自於專業上的匱乏與
不足。

還是那句老話：沒有無緣無故的
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愛恨如是，
寵辱眷棄，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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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師生烹飪比賽」自2012年開始
舉辦，藉烹飪鼓勵師生合作。在聖芳濟書院
任教數學科的陳柏基老師愛好廚藝，機緣巧
合之下，與兩位同樣熱愛煮食的學生組隊參
賽。

豆腐+心太軟crossover
他們的參賽作品「媽媽，心太軟！」，

用料簡單，以朱古力、豆腐及豆漿焗製而
成，喻意母親簡單而溫厚的愛。或許男生都

是粗心大意，比賽當日，他們在時間控制上
未如理想，甜品直至最後一刻才趕及出爐，
故未有時間整理賣相。「心太軟味道充足，
但成品的外型跟預想有很大落差，幸好最後
也獲得優異獎。」陳Sir說。

「媽媽，心太軟！」是三人一起構思出
來的作品，由於比賽需以「豆」為題，因此
他們想到將豆腐加進心太軟的朱古力之中，
嘗試crossover出一款特別的菜式，而他們亦
是當日唯一一組以甜品作賽的隊伍。

「我們希望以另類菜式突圍，因此決
定製作甜品。然而，當提到豆類甜品，想來
想去就好像只有『豆腐花』，所以我們嘗試
『中西合璧』，將豆腐和心太軟放在一起，
竟發現效果不錯！」羅啟泰說。

鍾鈞宏表示，豆腐和心太軟都是極之
「柔軟」的食物，因此製作時必須小心翼
翼，不論用料、比例還是焗製的時間都要絲
毫不差，調較味道同時還要兼顧賣相，技術
相當複雜。

家政是日常生活技能
聖芳濟書院雖然是傳統名校，但學校沒

有家政室，因此三人賽前的練習與測試，都
要到同學羅啟泰的家中進行，故是次比賽最
困難的地方，是欠缺練習場地。「其實家政
是日常生活的技巧，不論男女都需要認識，
除了煮食，還有一系列技能。如果同學有
專門練習煮食的workshop，比賽成績定能提
升。」陳Sir笑說。

羅同學喜愛下廚，小時候曾上過烹飪課
程，平時亦會在家中煮菜，最拿手的是三文
魚和牛排。鍾同學亦同樣喜愛下廚，他最拿
手菜色是薑蔥炒蟹，更有想過將來成為一位
廚藝老師，「因為自己『為食』，所以愛上
廚藝；而且懂得下廚，可以更容易結識女朋
友！」他笑說。

　　
師生三人都表示，來年定會繼續參加比

賽，希望屆時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

    比賽當天，「心太軟」 直至最後一刻才趕及出爐。

全男班廚房的
「心太軟」

    左起：鍾鈞宏同
學、陳柏基老師、羅
啟泰同學。

    大眾印象一向認為
「廚房」屬性女性，筆者
猶記得中學時代，木工家
政仍是分開，許多男生因
此沒有機會接觸廚藝。時
移勢易，今年度的「豆香
美饌敬雙親－全港師生烹
飪比賽2016」，傳統男校
聖芳濟書院全男班出戰高
中組，由陳柏基老師帶領
兩位男同學羅啟泰與鍾鈞
宏，以甜品「媽媽，心太
軟！」出賽，最終獲高中
組優異獎。 
  本報記者麥家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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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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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國耀
拍攝地點：德國富森
簡介：�富森是德國南部的小市鎮，位於阿爾卑斯山山腳，接鄰

奧地利。其中一間小型旅館Hotel�Flora擁有美麗的小鎮風
情，日出晨光挽留着薄霧，景緻一絕。

拍攝地點：美國羚羊峽谷
簡介：�羚羊峽谷是世界上著名

的狹縫型峽谷之一，是
北美最美麗的峽谷，也
是知名的攝影景點。羚
羊峽谷位於美國亞利桑
納州北方，最靠近的城
市為佩吉，屬於納瓦荷
原住民保護區。出發前
須網上報團及預約，最
佳在中午時間拍攝，只
有這個時段才看得見一
束陽光從峽谷頂上裂縫
處射入的奇景。

攝影師：Chan�Cynthia

基層學生獲嘉勉 無懼落後「起跑線」

〔本報訊〕為嘉許成績優異、品
格良好的基層學生，教聯會與施彭年
紀念信託基金合辦「施彭年教聯獎學
金」，供學校推薦中二至中六的學生申
請。今年的對象為葵青區、元朗區及
北區學生，共有25位同學得獎，每位
可獲3,000元。頒獎禮已於7月4日順利
舉行，並由三位獲獎學生分享感受。

今屆「施彭年教聯獎學金」的申請
非常踴躍，收到來自39間中學共70份
提名，經評審之後，最終選出25名得
獎者。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致詞時表
示，申請者的質素十分之高，令評審
難以取捨。雖然部分學生未能獲獎，
但他們都一樣在困境中努力上進，同
樣值得鼓勵，因此，所有申請者都可
獲發嘉許狀。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嘉許25學生

（下接第7頁）

伯裘書院的得獎者，中五生
黃麗娜，志願是成為一位教師。
黃同學家中有五個兄弟姐妹，母
親是全職主婦，只有爸爸在外面
工作，家庭經濟可謂十分拮据。
她希望這筆獎學金能減輕家人負
擔，同時在公開試中獲取好成
績，向教師夢進發。

另一位得獎者中四生陳日
朗，來自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
呂重德紀念中學，平日大部分時
間都投放在學業上，閒時亦會抽
空到老人院做義工，「服務老人
時，我明白到上一代締造了美好
的香港，所以我們要飲水思源，
回饋社會。」陳同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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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閒好去處
    秋天，是冷熱交替的季節，如能趁這時候講究養生之道，將有利預防疾病及保障健
康。以下是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小建議：

民間偏方

秋天冷熱交替 衣食住行須妥善打理

愛心滿漢寶

教
工
組
冠
軍
：
優
才
（
楊
殷
有
娣
）書

院
李
業
翠
老
師
、
翁
秋
敏
老
師

煙三文魚
硬豆腐
牛油果 
黃豆
豆漿
雞蛋
番茄

電話：（852）2963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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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monic Motion」手工編織遊樂場
ifc商場由即日起至9月12日，舉行全港首個大型手工編織遊樂場藝術展，

展品來自國際知名日本紡織藝術大師堀內紀子（Toshiko Horiuchi MacAdam）的
著名遊樂場作品「Harmonic Motion」，讓人重新發掘玩樂的意義和價值，感
受美麗人生。此遊樂場相當龐大，由堀內紀子一針一線，以柔軟而富彈性的紡
織物料，經數個月時間織成，結合視覺和觸覺的感官享受，讓人置身其中盡情
玩樂。

饒宗頤文化館暑期活動 ─ 棋遊「宗」華
饒宗頤文化館由即日起至8月28日舉辦《棋遊「宗」華》，市民除了可以

欣賞本地設計及製作的一系列桌上遊戲展之外，更可於周六及周日親身試玩多
種遊戲棋，包括最新上市的《薪火相傳．饒宗頤國學文化之旅》，富有香港元
素的《張保仔傳說》，還有一些陪着大家一同成長的飛行棋、波子棋等玩意。

愉景灣沙灘充氣迷宮
愉景灣大白灣沙灘由即日起至8月28日，放置了一個長75米、面積超過

10,000平方呎的充氣迷宮給市民免費遊玩。迷宮分三個難度，除了水槍區外，
還有多個隱藏優惠。沙灘同時設有淋浴花灑、沙灘傘及沙灘椅供遊人使用。

  大豆含植物性蛋白
質，有「植物肉」的
美稱，多吃黃豆能補
蛋白，更可避免吃肉
令膽固醇升高的問
題。「愛心滿漢寶」
以豆腐、豆漿和黃豆
等製作而成，配上三
層口感，既營養豐
富，又寓意吉祥。

1.   浸軟黃豆，煮熟至腍，備用。放圓環模於鑊中，下油，加黃豆、蛋漿及
少許蔥煎成奄列，備用。

2.   牛油果用湯匙壓蓉，加檸檬汁和豆漿開稀成漿，備用。
3.    硬豆腐切粒，下鑊炒至金黃色，備用。加入適量牛油果漿拌勻，備用。
4.   將番茄切成薄片鋪底用。
5.   將（3）鋪作最低一層。
6.   鋪上煙三文魚作中層。
7.   鋪上（1）。
8.   加入適量牛油果漿，再把煙三文魚捲成花狀。
9.   上碟，灑上蔥花等裝飾。

檸檬汁
油
鹽
糖
雞粉
蒜粉

做法：

材料： 調味料：

菜式介紹：

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作品

衣： 初秋氣溫漸漸下降，這時宜穿素裝薄
衣，讓皮膚適當地感受涼風，增強耐
寒力。中秋之後，氣溫驟降之時，需
及時增添衣服、被褥，以免受涼感
冒，胃病發作。

食： 初秋乾燥，宜先滋潤保濕，同時多喝
開水、淡茶；多吃蘿蔔、番茄、豆
腐，這些食物有助潤肺生津、清燥養
陰。深秋季節，人體精氣開始封藏，
此時進食補品會更易吸收，建議可
適當地吃雞肉、魚肉以及大棗、蓮子
等。

住： 深秋時候，氣溫較涼，入夜要關好門
窗。睡覺時亦要蓋上衣被，防止腹部
受涼，以免誘發感冒及腹瀉。同時亦
要避免熬夜，每晚睡夠8小時，能有
效提升免疫力。

行： 秋天氣候涼爽，早上到公園散步運
動，對人體健康有莫大益處。不冷不
熱的天氣使工作效率提升，但亦要
避免加班，過量勞動會導致免疫力下
降，容易引發疾病。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得獎名單
學校 學生 年級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陳日朗 中四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李婉瑩 中四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陳星曉 中二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鄧菲 中四
伯裘書院 黃麗娜 中五
伯裘書院 關樂頌 中四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林梓熙 中五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劉寶寶 中四
葵涌蘇浙公學 陳泳慈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吳浩峰 中二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黃文俊 中五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蕭盈盈 中三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陳雅鋒 中四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趙鈺瀅 中四
保祿六世書院 何瑜 中五
保祿六世書院 ADIQA 中二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張欣燕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黃敏琦 中四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吳莉莉 中五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羅綺琳 中二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黃浩宜 中六
粉嶺禮賢會中學 李嘉儀 中二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劉慧琦 中二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勞芷君 中四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謝樂欣 中五
 　　　　　　　　　　　　　　　   　（排名不分先後）

陳日朗（右）接受滙豐信
託（香港）有限公司副董
事程寶文頒獎。

黃麗娜（右）接受教聯會
副主席朱國強頒獎。

黃文俊（右）接受教聯會
副主席朱國強頒獎。

最後分享的是方潤華中學中五生黃文俊，他來港之前，分別在東莞及深圳求
學。小學五年級時，他連26個英文字母都未能默寫，憑着不斷努力，現在每年都
考獲全級第一。他指自己能夠考取好成績，全靠別人看不見的付出，「做任何事之
前，不要問自己做到與否，而是要問自己能不能堅持下
去。」黃同學希望大學畢業之後，能夠投身發展資訊科技
的相關行業，貢獻社會。

（上接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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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中秋特惠購物日 歡迎搶購！
日期：9月9日（五）至10日（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酒類系列
西班牙Sangria混合果酒（1.5升）
$280  $120 /支

西班牙Dream有氣閃酒
$280  $160 /支

格魯吉亞紅酒
$120起

限 時 特 價

原粒花旗參糖
$30  $5/包（限量50包）
限時特價：星期五、六下午1時至3時

北美花旗參大片裝（2両裝）
$260  $10/盒（每天限5盒）
限時特價：星期五、六下午3時至5時

運動系列
In-way休閒、運
動、專利特色
背囊，以及各
式行山手杖及
康健用品。

天數 行程 住宿
第1天 香港→深圳→三水→午餐「三水風味宴」→賀州「靈峰廣場」→晚餐「八步風味宴」 賀州準5星級正菱大酒店

（或同級）
第2天 酒店早餐→黃姚古鎮→午餐「黃姚豆豉宴」→世界岩洞奇觀「紫雲仙景」→客家民居

建築「客家圍屋」→晚餐「客家特色宴」 
賀州準5星級正菱大酒店

（或同級）
第3天 酒店早餐→賀州古建築群「臨賀故城」→午餐「地道農家宴」→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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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本工作坊除了教授基本動作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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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註冊物理治療師，曾
任備戰北京奧運康復專家組成員）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 教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

發展大廈17樓）
名額：30名（會員優先報名）
費用：全免
服飾： 運 動 服 及 自 攜 橡 筋 帶（紅 色 為

佳），或以$50即場購買（須預訂）
報名：請前往https://goo.gl/2Rhcyp報名
查詢： 2963 5191 羅佩伶小姐 / 

2963 5195 郭志樂先生

中秋賀州正菱酒店3天遊 橡筋帶運動訓練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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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和9月的生日禮
物 為 聖 安 娜 餅 券

（12件）一張。

會員生日獻禮

食品系列
有機白藜麥（500克）
$78  $40 /包

有機奇亞籽（500克） 
$85  $50 /包

龍舌蘭蜜（400克）
$48 /支

墨西哥洛神花茶（50克）
降膽固醇、消脂。
$20 /包

＊＊其他優惠產品：椰子油、酵素、健康藜麥月餅套裝＊＊另有特價參茸海味、已發海參、一級花菇、上等花膠及乾切北美花旗參＊＊另有鴻福堂產品、日式海產、意式芝士、火腿＊＊  

免費試用保健自療產品
日本進口躺臥式脊椎矯正床

日本電子針灸儀

關注因生活及工作習慣
而導致的肌肉繃緊、脊
椎變形、疲勞及痛症問
題的人士。

針灸儀結合傳統按摩功能
及低周波療法於一體，不
同周波數對應五臟六腑，
全面改善健康。

出發日期：9月16日（星期五，中秋節假期）
團費：會員$1,500 非會員$1,600 小童$1,220（9歲以下，不佔床位）

＊ 富臨雙黃白蓮蓉月餅：頭5位購
物滿$800，可以$1換購一盒。每
人限換一盒，換完即止。

＊ 購物滿$500，可以$10換購休閒背囊
一個，每天限量10個。
＊ 購物滿$1,000，免費贈送格魯吉

亞紅酒 ─ 特式陶瓷酒樽，價值
$250，每天限量10個。

限量搶購

諾亞半熟蛋糕
$78  7折發售，售完即止
限時特價：星期五、六下午5時至7時
免費試食時段： 星期五下午2時至3時、星期六下午4時 至5時

西班牙黑毛豬火腿（36個月，100克）
$148 /包

＊＊另有多款餐酒/紅酒以優惠價發售＊＊

西班牙莫菲爾有機紅葡萄酒
$168  $10 /支（每天限量20枝）
限時特價：星期五、六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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