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期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HKFEW

透過教聯App入會
費用全免

教出精彩人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編印 電話：2770 3918 傳真：2770 5442

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網址：www.hkfew.org.hk 電郵：hkfew@hkfew.org.hk
《教聯報》(電子版)

廣   告   專   綫 1

優秀教師選舉暨教壇新秀
表揚教師傑出貢獻
凝聚專業力量，鼓勵追求卓越的精神，教聯會連續 14 年舉辦「優
秀教師選舉」。今屆共有 47 位教師獲「優秀教師」獎項，另有

6 名教師獲選「教壇新秀」。頒獎禮已於 6 月 23 日舉行，不少得獎
者的校長和親友亦到場支持，場面溫馨感人。

典禮邀請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及中聯辦教科部副
部長劉建豐擔任主禮嘉賓，並由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學院第三中學、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宣
道幼稚園、長洲官立中學及香港培正小學的得獎教師
分享得奬感言。

教聯會副主席梁俊傑致詞時表示，過去十多年優
秀教師選舉共嘉許了超過 450 位教師，成功為業界
注入正能量，為教師建立專業自信。他感謝各方的支

持，使優秀教師選舉得以順利舉行，並盼望教師能夠在各自崗位繼續發光發
熱，在專業路上攀登更高的台階，共同為教育作出貢獻。

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劉建豐表示，教師是社會的未來，也是開啟心靈、
關愛生命和成長的群體。他指國家對教師工作非常重視，要求教師應有理想
信念、道德情操、扎實學識及仁愛之心，並期望今後兩地優秀教師加強交流，
互相切磋，為社會培養更多人才。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指出，香港教育的成功，實有賴教師不斷努力、追
求卓越。她相信每一位教師均有優秀獨特之處，勉勵教師憑著信心堅守夢想，
並用心、用情、用智慧，建構經營教師的角色和身份，在教學工作中時常反
思和自我提升，照亮更多人。

優秀教師選舉設教學組、關愛組、教育管理組、教學研究組及國情教育
組。教壇新秀則以教學短片形式參賽，希望鼓勵更多教壇新力軍在教學上進
行創新，為香港教育注入活力。作為後續活動，大會每年邀請評審及優秀教
師，與業界分享良好的教學經驗及成果。

得獎名單詳見：http://goo.gl/6zGcez

為

	 教聯會副主席梁俊傑致詞

	 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劉建豐 ( 右三 ) 及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 中 ) 擔任主禮嘉賓

	 學生到場支持獲獎老師

	 獎項肯定了教師的努力

	 優秀教師選舉頒獎禮大合照

	 獲獎老師與親友一同分享喜悅



教聯會促當局調高免費幼教資助額

教師俱樂部(T club)場地租用優惠

逾9成教師支持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

  教聯會回應 
「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諮詢文件」

要求政府協助自資院校
過渡收生危機

〔本報訊〕教聯會於 8 月 10 日召開記者會，回應「檢討
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諮詢文件」。面對中學生人口持續下
跌，本會促請當局短期內推出緊急扶助措施，同步收縮其他
高中後課程學額，幫助獨立院校渡過寒冬期。獲政府撥地和
借款的附屬院校，則以個案形式商討其退場機制。至於副學
位課程，本會建議調整副學位內高級文憑課程和副學士課程
的學額比重，並將資助擴展至符合大學入學資格的副學位學
生，以及設立青年進修奬學金，提升其競爭力。

〔本報訊〕「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早前發表諮詢文件，
教聯會於 7 月 12 日舉行記者會，就諮詢文件內容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應擴大及優化教師團隊中層結構，設定「教學」
及「行政」雙軌並行的職業發展路徑，以及增設「輔助教學
人員」等，以確保教學質素。此外，教聯會建議當局進行全
港校長及教師的培訓需求調查，制定合適的持續專業發展計
劃。本會亦促請當局必須就教師學位化、增加中層職位等提
出明確時間表，讓業界有所規劃，配合整體發展。

〔本報訊〕為鼓勵學生閱讀，教聯會、亞洲週刊和香港中
華出入口商會今年繼續在書展期間，合辦「我們一起『悅』
讀的日子」。活動於 7 月 19 及 20 日舉行，共有超過 60 間
學校共 1200 多名師生參與。來自海峽兩岸及香港的著名作
家分享閱讀樂趣，學生又在義工陪同下，一起逛書展、閱讀、
買書及寫作。

〔本報訊〕為嘉許品學兼
優的基層學生，教聯會與施
彭年紀念信託基金繼續合辦
「施彭年教聯奬學金」，供
學校推薦中二至中六的學生
申請。今年的對象為油尖旺
區、九龍城區及元朗區中學
生，共有 25 人得奬，每名學生獲發 3,000 元獎學金。頒奬
禮已於 7 月 6 日順利舉行，並由兩位獲獎學生分享感受。得
獎名單已上載本會網頁，歡迎瀏覽。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 嘉許 25 名學生

〔本報訊〕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已推行近一年，不少
幼稚園仍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營運壓力很大。教聯會於 6
月訪問了 200 多間幼稚園，超過 9 成指免費幼教資助額不足
夠，其中 8 成半指資助額不足以應付教學人員薪酬，5 成半
則指未能應付營運開支。同時，有 4 成半受訪校長指，規模
較小的「細校」因營運困難被逼結束。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促請當局調高資助額基數，以應付
幼稚園的基本營運需要；並給予資源供有需要的幼稚園聘請
具特教經驗的老師。短期內應為幼稚園教師設立代課津貼，
長遠則檢討對全日制及長全日幼稚園的資助計算、進一步改
善幼稚園師生比例，以及研究設立幼師薪級表。本會已於 6
月 28 日向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遞交調查報告反映訴求。

為了迎接新學年，教聯會教師俱樂部 (T Club) 現提供場
地租用優惠，以切合同工的不同需要。優惠詳情如下：

• 現凡永久會員在教師俱樂部大堂舉行聯歡或活動，即可豁
免包場費用 ( 持會員證者必須在場參與活動，並需出示有
效會員證 )。 

• 學校單位舉辦活動，包場費用半價 ( 即 $500 - 4 小時，
參與活動者必須是教育工作者 )。

備註：活動必須惠顧 T Café 餐飲，餐價及餐單內容則由訂
場者與 Cafe 商討。

〔本報訊〕去年特首已落實 36 億元「教育新資源」，目
前尚有 14 億元未使用；加上《預算案》增撥 20 億元，合共
34 億元教育新資源有待分配。教聯會於 5 月底進行的調查
發現，在受訪的 1,200 名教師中，最多教師支持增撥資源的
首三項措施包括：「增加學位教席，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
(92%)、「進一步改善班師比例」(88%) 及「全面推行小班
教學，提升教學質素」(86%)。

教聯會綜合是次調查結果，要求教育當局應增撥資源優
先處理六大訴求，包括落實教師全面學位化、推動「一校一
行政」措施、加強支援融合教育、改善教師病假安排、調高
幼稚園資助額，以及增加 STEM 教育撥款。

〔本報訊〕由教聯會、香港科技園公司及亞洲機器人聯盟慈善基金共同舉辦的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已於 7 月 18 日及 19 日舉行，逾千名來
自海峽兩岸及港澳學生參加比賽。活動已連續第三年舉辦，旨在提升學生創造性
思維、解決問題及實踐的能力。比賽分中學組及小學組，項目包括：輪式機械人
循跡比賽、避障競速比賽等。同場大會舉行兩場專題講座，由香港 STEM 教育聯
盟主席張澤松和香港中文大學 ( 深圳 ) 機器人與智能製造研究院副院長唐珩主講，
分享機械人教學設計及競技實戰，加強前線教師對 STEM 教育的了解。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參賽人數創新高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	
主席黃錦良、副主席梁俊傑2



學校課外活動支援服務

逾9成教師支持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

第十五屆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The 15th Biliteracy & Trilingualism Composition and Speech Competition

教聯會現正推出學校課外活動支援服務，涵蓋傳統文
化、健體及運動、書畫藝術、創意工藝及趣味體驗等，歡
迎查詢！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傳統文化 
系列

中國繩結課程 剪紙課程 卡祖笛課程

草編課程 摺紙課程 樹葉吹奏 ( 葉笛 )
課程

少年醒獅運動課程 兒童讀經課程 　

健體及 
運動系列

跆拳道課程 少林功夫課程 體操課程

森巴舞課程 花式跳繩課程 彈網課程

躲避盤章別 
證書課程

匹克球課程 印度
BOLLYWOOD 
DANCE 課程

阿根廷探戈課程
( 初級 )

輕排球課程 洪拳課程

法式滾球課程 芬蘭木柱課程 詠春拳課程

兒童社交舞課程 躲避盤訓練課程 自衛術課程

籃球課程 足球課程 乒乓球課程

羽毛球課程 排球課程 閃避球課程

創意手工 
製作系列

創意手工藝創作
課程

生態環保手作 
課程

黏土製作課程

書畫藝術 
系列

禪繞課程 卡通人物繪畫
課程

綜合視覺藝術
課程

水墨畫課程 拼貼藝術課程 書法課程

漫畫故事創意畫班 創意畫課程

其他 趣味魔術課程 禮儀課程

電話：29635184 黃小姐 / 29635183 區小姐
Whatsapp：97985443

活動簡介及目的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要在世界經濟上爭取佳績，
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不可或缺；而中國在國際經濟及
貿易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掌握普通話便更能把握
優勢，有效地與內地和國外溝通、合作及發展。

有見及此，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香港西區扶輪社攜
手舉辦「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透過
寫作、討論及演講，鼓勵同學培養良好的中英文表達
能力、溝通技巧及關心社會時事，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參賽組別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學生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學生

參賽資格
所有參賽者均須由校方提名，每間中學可提名各組別
最多 5 位學生參賽。

報名辦法
於本活動網站下載並填妥「學校提名表」及「參
賽者名單」，在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電郵至
btcsc2018@hkfew.org.hk。

聯絡及查詢
歡迎致電 27713113 與何小姐聯絡， 
或電郵至 btcsc2018@hkfew.org.hk。

有關活動詳情和最新消息可瀏覽網址： 
http://www.teacher.org.hk/btcsc2018

比賽項目
初賽 - 即時作文
參賽者須於 120 分鐘內完成中、英各一篇文章。
日期： 201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出線名額： 初級組及高級組各 50 名 
 複賽入圍名單將於 11 月 5 日於網上公佈。

複賽 - 小組分享會話
參賽者以廣州話作自我介紹、普通話朗讀文章及英語小組討論。
日期： 201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
出線名額： 初級組及高級組各 10 名
 決賽入圍名單將於 12 月 7 日於網上公佈。

決賽 - 演講
參賽者以廣州話作短講、及分別以普通話及英語演講初賽之參賽文章。
日期： 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比賽結果將於頒獎禮當天揭曉。

獎項
初賽： 每組別分別設最佳中、英文章各三名，將獲頒獎盃及獎狀。
複賽： 入圍同學將獲頒證書，及獲邀出席「傳意技巧訓練」及「職業導向簡介」。
決賽： 冠軍 獎學金 HKD5,000，獎盃及獎狀
 亞軍 獎學金 HKD3,000，獎盃及獎狀
 季軍 獎學金 HKD1,500，獎盃及獎狀
 優異獎 七名  獎學金 HKD500 及獎狀

優秀作品文集
所有被評為優秀的文章會被輯錄成書，供全港中學參考。

主辦機構  
香港西區扶輪社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參賽人數創新高

9月30日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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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閒好去處 遠足樂逍遙

民間偏方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1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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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舞火龍
今年中秋節期間 (9 月 23 至 25 日 )，銅鑼灣大坑

及維多利亞公園將舉行傳統的舞火龍活動，居民一邊敲
鑼打鼓，一邊舞動插滿線香的巨型龍珠，引領一條長
67 公尺的火龍在街道上飛舞翻騰，平日寧靜的大街小
巷，變得熱鬧非常！

秘密星球奇幻之旅
由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淺水灣 The Pulse 商場

舉辦「秘密星球」，商場設置黑暗空間，裏面滿佈大量
螢光裝置和五隻怪獸星家的蹤影，大家除了可以到冒險
狂想隨意門、彩虹隧道、魔力鏡子、無限延伸世界等八
個據點拍照，還能嘗試七彩繽紛的螢光水轉紋身，在黑
暗之中散發光芒。

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
香港文化博物館本年度重點展覽「數碼敦煌——天

上人間的故事」由即日起至 10 月 22 日舉行。展覽展出
超過 100 件展品，包括首次在香港展出、建於西魏時期
的二八五窟等。透過敦煌石窟、文物和嶄新的多媒體技
術，帶領觀眾深入認識敦煌的文化與藝術，細味佛國世
界與平凡眾生的故事。

茶具文物館展外銷茶具
茶具文物館由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舉行「藝術背後：

中國外銷茶具」展覽，展出中文大學文物館和茶具文物
館的 60 多套珍藏茶具，呈現 18 至 19 世紀時期中西文
化交流和融合。展品包括 18 世紀時期的粉彩西洋海港
風景圖杯、以貓頭鷹為紋飾的粉彩花卉西洋紋章茶壺杯
碟等。

東涌大澳古道行
東澳古道是由東涌行到

大澳的郊遊遠足路線，是古
時人們往返兩地的主要通道。
穿梭於此，有如走進時光隧
道，擁有百年歷史的漁村、
大片紅樹林與海岸生物，跟
香港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
等現代化設施並列，形成強
烈的對比。

路線詳情

由港鐵東涌站出發，沿
東涌灣混凝土小徑往侯王宮，
遙望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
經沙螺灣新村及深石村抵深
屈，欣賞風光如畫的深屈灣。
前行尋嶼北界碑出寶珠潭，
見楊侯古廟即抵大澳，古樸
漁村面貌呈現眼前，有棚屋、
鹽田遺址、紅樹林、橫水渡
( 橋 ) 等。路徑後段頗為崎嶇
不平。

起點	 港鐵東涌站 (HE030677)	

終點	 大澳巴士總站 (GE950636)		
	 ( 乘搭新大嶼山巴士路線 11 號回東涌 )

全長	 13 公里

需時	 5 小時

難度	 普通難行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頁

治療失眠小偏方
都市人生活緊張，壓力大，不少人都受失眠問題困擾。如果遇到失眠，不妨嘗試以下偏方：

1. 酸棗仁粉 10 克，綠茶 15 克。清晨 8 時前沖泡綠茶 15 克飲服，8 時後忌飲茶水。晚上睡前沖服酸棗仁粉 10 克。凡
高血壓、心動過速、習慣性便秘及哺乳期婦女慎用。

2. 雞蛋 2 個，枸杞 15 克，紅棗 10 枚。先將枸杞、紅棗用水煮 30 分鐘，再將雞蛋打入共煮至熟，日服 2 次。主治失眠、
健忘。

3. 黨參 15 克，麥冬 ( 去芯 )9 克，五味子 6 克，夜交藤、龍齒各 30 克。晚飯前溫水服，留渣再煎，晚上睡前 1 小時再服，
每日 1 劑。

4. 花生葉 250 克放到鍋裏，上火煎，水開後微火再煎十分鐘，然後將其倒入六個小茶杯中，每天早晚各服一杯，連服
三日。

(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