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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同工： 

現邀請您和同工加入香港女教師協會這個大家庭， 香港女教師協會(「女教協」)自 2006 年成

立以來，秉承一貫宗旨關注教師團隊，特別是女教師的專業需要及所面對的問題，提昇她們的

專業水平、地位及發展。在過往十多年曾舉辦多項專業交流發展訪問團包括前往深圳寶安、上

海、安徽、廣西、南京、湖北、海南省、山東、寧波及四川等省市，以促進與國內教師的專業

互動。「女教協」亦以監察香港教育發展為創會宗旨，經常就各項議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問卷

調查，客觀及公正地反映各持分者即前線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心聲。「女教協」將所收集得的

意見向相關部門反映，用以改善香港教育的發展。 

  

「女教協」定期安排學者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專業講座及教育會議，為教師們提供持續進修的

機會。「女教協」亦細心設計不同的健康講座、工作坊及興趣班，讓教師們在緊張工作後的餘

暇能舒緩心情，為自己打氣。 

  

本會設有會址，定期舉辦不同的專業講座、工作坊及多類型的興趣活動。讓會員們可以提升專

業知識和善用餘暇，盡情放鬆，以促進身心健康。本會每三個月出版會訊與會員及全港教師保

持緊密聯繫，而執行委員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舉行會議，歡迎會員列席。另外，「女教

協」為配合學校的專業發展需要，也提供適切校情的到校專業或身心健康工作坊及講座。 

  

現誠邀更多同工加入香港女教師協會，在往後的日子裡，讓

我們得到您們的寶貴意見和指導，使我們可以完成各項有意

義的事工。在此，感謝您們對我們的鼓勵及信任，本會訊附

有會員申請表格。盼望您能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邀請永久會員加入我們的執委會，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前線同工共謀福祉，為我們香港

的教育發光發熱。本會的執委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每月例

會。您可以先列席參加會議，然後再決定會否加入執委會。如您希望出席例會，請與

幹事楊小姐(2787 7311)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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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 請以正楷書寫並必須填寫所有項目 )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頭四個號碼)                     生日日期: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退休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聯絡方法:        □住址     □學校     □手提電話     □電郵          □其他__________ 

任教科目 : ______________班級: __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 教師註冊證號碼: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 

□中學                □ 大專               □大學                □研究院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 

年齡組別 :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 或以上 

會員類別 

□ 永久 (HK$200)                     □ 普通 (年費 HK$20)                      □ 轉為永久會員(HK$180) 

介紹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各項，並請將表格傳真至 ２７８７７３１２及於七個工作天內繳付會費。 

*繳付會費方法： 

(1)用劃線支票寄本會，支票抬頭：「香港女教師協會」； 

     並寄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 

(2)用入數方式交付本會，帳號： 208-0087-22-001，開戶銀行：恆生銀行；然後把入數紙傳真至 2787 7312。 

歡迎 

自行影印 

永久會員專享： 
● 優先參與本會所舉行的活動；包括交流團、家庭團、興趣班、講座等等。 
● 會員家屬、朋友亦可參加會址活動 
● 可獲香港女教師協會精緻水晶紙鎮乙個 
● 每年可獲生日禮物乙份及其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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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的話~ 

暑假匆匆過去，新學年亦已開始，同工們無論是否新

入職，相信已適應了大小的改變，抖擻精神，為學生

的學習，繼續盡心盡力，發光發熱。我有一些想法，

希望在此和大家分享。 

 

我們都認識環保 3R’s ： Reduce (減少使用)，Reuse (循環再用)，Recycle (升級再用)。

其實，這概念除用於保護環境外，也頗適用於教學。首先，老師們要卸下困擾自己的「負

能量」，例如: 一些不如意的關係或事情，這樣，才能以全新的感覺去重新欣賞或評估身

邊的人和事；在教學時，我們需要審視學生的能力、需要和課程的發展，循環或升級使用

舊有的教材或教學法。 

 

我們亦可以進一步用 3R’s 來形容當今的教師： Responsible (盡責的)，Reflective (反思

的) 及 Resourceful (足智多謀的)。教師除教學工作外，還得兼負多樣化的職務；完成這

些沉重而煩瑣的同時，還要時時、事事心繫學生的福祉，哪有「收工」的一刻？ 

 

近年，老師的擔子更是加重了，因政府傾向將社會出現的問題，例如:學童自殺、青少年

沉溺虚擬世界、虐兒、社會矛盾等，都「交託」學校層面去解决。作為教師的我們，怎能

不時刻反思、努力學習呢？我們需要擴大專業網絡，互相支援、無私分享，做到 

"Resourceful"，才能妥善處理我們的各項工作。 

 

各位同工，祝你們在新的學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備受欣賞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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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本會張民炳顧問及周蘿茜主

席聯同多位中、小學校長及校董代表香港

教育政策關注社及香港女教師協會與教育

局楊潤雄局長及政治助理施俊輝先生會

晤。會面中，就多項教育政策表達意見，

包括教師職位學位化、學校技術支援人手

編制、通識教育科課程檢討及教師專業發

展專責小組等等。雙方會晤氣氛融洽，局

方亦積極回應本會多項提議。 

~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會晤~ 

~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活動報告~ 
本會定期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不同的專業講座和工作坊，讓同
工們可以提升專業知識和善用餘暇，盡情放鬆，以促進身心健
康。與此同時亦可加強彼此聯繫。 

 

當中包括：「學生創意展示方式講座—認
識 Lapbook 與 Displayboard 製作工作坊」
及「AR和 VR 初探及其閱讀推廣之應用工作
坊」，為學校圖書館同工提供不同媒體資
訊，靈活運用軟件，增加趣味，有效推廣閣讀。 

 

另外，亦舉辦多場天然手工皂工作坊和天然驅蚊三寶工作坊，希望
藉推廣自然無添加的自製手工皂及護膚品，讓我們對環保出一分
力，讓大家都能從每天的清潔護理著手，減少化學清洗劑污染大地
和破壞大自然的生態環境。 

 

我們亦在暑假期間舉辦多項不同類型的興趣工作坊，包括「形象設計
及護膚化妝工作坊」，介紹自我形象設計、禮儀、儀態、皮膚護理、
基礎化妝、生活化妝，方便學員出席活動時，能夠有所發揮。而「中
醫體質與健康食療工作坊」是教授不同體質的特點與養生要訣，令學
員知道自己或家人的體質類型，可以合理進行保健調養。 

 

至於身心健康運動班，則有：「帶氧健體伸展運動班」、「Funky 
Dance 減壓健康舞」、「土風舞之藤杖舞」、「武當無極養生
功」、「瑜伽伸展及肌筋膜放鬆運動工作坊」等等，透過身心健
康運動班，教師們可加強肌肉及關節的動力及靈活性，提升心肺
功能。同時在輕快的音樂中起舞，進行適量的帶氧活動，有助手
腳關節靈活，又能紓緩壓力，從中享受舞蹈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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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ll Love Babbling! 
Dear Principal/Teachers, 

I am sure you have all made good use of the summer break to   

enjoy some quality time with family and are now ready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The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 Organization is publishing 

"We all love babbling！".  This booklet is the third of the        

Babbling series. It includes not only my blog entries but also     

articles by 15 other writers including a school princip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human resources consultant, a pilot, an accountant 

and a police sergeant. Topics covered are very varied. Readers 

should be able to resonate with some if not all the articles. 

  

We are now offering this publication to your schools for English teachers to freely adopt them in 

their lessons. You only have to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and send it to us by September 30, then we 

can arrange for your staff to collect the books. 

  

Pauline  

——————————————————————————————————————— 

We all love babbling！ 

Request Form 

(Please fax to 27877312 on or before September 30) 

School：   

School Address：   

Teacher in charge：   

Contact Number：   Fax Number ： 

No. of books requested： □ 50                   □ 100                □ Others ：_________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Yeung at 2787 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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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Love Babbling~ 

Every Sunday, I pamper myself with facial treatment and body massage. 

But before that, I treat myself to a set breakfast at one of the fast food   

restaurants rather than the usual cereal, toast and espresso at home not 

for the food quality but for a break from the weekday routine. 

 

So this Sunday, I arrived at the food court at around 8. I noticed that the restaurant on this 

floor which only opens at noon was already bustling with activities. I couldn’t help watching 

what they were doing. 

 

The two young men in crisp white uniforms were preparing fruit and cream sponge cakes. 

One was whisking egg whites while the other was applying coats of cream to the cake. They 

were very focused paying no attention to me who was staring curiously at them through the 

glass divider. That was four hours before the restaurant was to open. I was sure that they were 

not the only two staff working. There should be even more in the kitchen - arranging,         

organizing, cutting, dicing, slicing, peeling, defrosting, boiling, blanching and tenderizing etc. 

 

The French names this whole process as the Mise 

en place literally means “set in place”. That 

means all is ready before the actual cooking.  The 

hours of preparation work are to ensure that the 

whole cooking process can be smooth and       

efficient and that perfect dishes can be brought to 

the customers’ tables  the soonest. 

 

I stood there feeling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m and telling myself not to gobble my food 

again but to nibble and savour every mouthful! I also learnt a life lesson - prepar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The greatest inventor of all, Alexander Graham Bell, had put it 

soaptly.  “Luck” is but “an opportunity” and for success to be ensured, there must be good    

preparation!  

 

The recipe is simple: success = opportunity + readiness! 

Readiness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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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皮奶皇月餅工作坊  

中秋賞月，美味的月餅必不可少！今年不妨

試試親手製作冰皮奶皇月餅，可自行控制甜

度，健康又美味，可與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一邊賞月，一邊品嚐親手製作的月餅，感受

節日樂趣！ 

日期： 9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至 9:30 

費用： 200元(已包材料費) 

瑜伽伸展及肌筋膜放鬆運動工作坊   

本工作坊將介紹一系列肌筋膜放鬆運動，從

身體大肌肉的肌膜著手，利用瑜伽按摩球來

放鬆短縮的肌筋膜，再配合瑜伽的體位練習

和伸展動作，放鬆過緊的肌群和肌筋膜，減

輕痛楚。 

日期：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180 元/4 堂 

  愛笑瑜伽工作坊 

現代人生活緊張，容易產生不同程度的情緒

困擾。「笑」有助消除緊張的情緒及紓緩壓

力，也是最簡單、最經濟而又能夠達到輕鬆

減壓的運動。練習大笑瑜伽令你的情緒更為

穩定及擁有更多的正能量，有助減壓，預防

壓力病。  

日期： 10 月 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至 8:15 

費用：全免  

 妙韻吹送之口琴初班  

課程會為大家簡介口琴的歷史、種類及基本

技巧（如：姿勢、用氣及位置等），並以教

授「四孔 Speedy 口琴」的吹奏技巧，學員

學懂後可吹奏伴奏和絃，也可吹奏主旋律，

享受口琴演奏的樂趣。 

日期： 10 月 6 日至 11 月 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00 

費用： 360 元/5 堂(已包口琴及教材) 

Pilates 普拉提伸展班  

Pilates 是一種靜態的健身運動，此運動講求

身體穩定性，動作主要在身體的核心部位發

力，即腹部、背部及臀部，從而達至四肢互相

平衡。課程中導師將會教授學員在軟墊上及音

樂下進行運動，透過瑜伽的肌肉鍛鍊增加筋絡

舒展。 

日期：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費用： 225元/5 堂 

Zumba Fitness 與伸展工作坊 

Zumba 是來自南美的舞蹈，其充滿活力動感的

拉丁舞風格，動作簡單易學，讓參與者在開心

輕鬆的環境下，自由地享受跳舞的樂趣；而導

師更於課堂的下半部份與學員一起，在悅耳音

樂伴隨下進行輕鬆的腹肌鍛鍊，可提昇身體的

能量，為身體帶來正面的改變。 

日期：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至 6:00 

費用： 300 元/5 堂 

  天然護膚品工作坊之 DIY 天然萬用膏  

近年不少人崇尚天然，喜歡以天然材料製作藥膏及護膚品。本工作坊導師將教導學

員製作 3 款天然萬用膏——金盞花膏、左手香膏及紫雲膏。金盞花有抗菌消炎的作

用，左手香用途廣泛，除瘀止血、止癢止痛、消腫解毒；而紫雲膏對於皮膚外傷有

生肌、殺菌的功效，能幫助傷口復原，對濕疹、皮膚感染等都有頗好的療效。  

日期： 10 月 20 日(星期六）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費用： 240 元(已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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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鏢體驗工作坊   

飛鏢運動早於羅馬帝國時代出現，近年在港

非常流行。飛鏢是一種減分 競賽，可培養選

手的計算能力及周全的判斷力。此外，飛鏢

運動可強化自律 神經及增強參加者的集中

力，是一種鍛鍊心智能力的競賽。  

日期： 10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2:00 

費用： 50 元 

脊骨健康講座︰青少年與成人脊椎問題 

本講座專為辦公室工作及需長期站立授課的教
育工作者而設，講者將介紹脊骨錯位之成因及
影響，並講述其預防與治療方法；亦會教授基
本護脊知識；分享姿勢要點、日常生活及工作
時的注意事項等脊椎健康資訊。 

日期：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嗓音學及聲帶護理講座 

人們說話或與人溝通都牽動我們的聲帶，若

運用得當，可發出響亮的聲音，否則用聲時

間長或發聲不當，嚴重者會導致水腫、生小

結或息肉等毛病。嗓音學講座乃入門第一

課，講座將深入淺出簡介學理，讓學員學會

護理聲帶的方法。  

日期： 10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費用：全免 

迎壓紓壓之樂活身心靈工作坊 

這一套中西合璧的自療活動，揉合了東方傳統

文化及西方正向心理與體驗式學習的元素，讓

學員身心互動，從身入心，從培育身體健康導

致情緒健康。課程中介入不同形式的身心互

動，從身而心，以身體的動感帶動心靈。從培

育身體健康導致心靈健康。 

日期： 11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 250 元/5 堂 

脊骨健康講座︰腰背痛，坐骨神經痛症 

現在香港人經常忽略足脊健康的重要性，往往
當痛症出現，才尋找解決辦法。尤其是教師這職
業需要長期站立，或坐特別容易導致腳痛、腰背
痛及疲累問題，令工作效率受到影響，只要做好
預防措施，其實大部分痛症都可以避免的。 

日期：11月 9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手工皂之草本左手香乳皂 

本工作坊將教導學員親自製作

美容及滋潤皮膚功效之草本左

手香乳皂。用新鮮的左手香製

作手工皂，質純溫和的天然草

本植物，對於鎮定、修復肌膚有卓越功效。 

日期： 11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240 元(已包材料費)  

玻璃迷你盆景工作坊 

由專業導師細心指導，親手創作獨一無二的植物盆景，精緻可愛，作為擺

放家中或辦公室的小植物，既可粉飾點綴，亦可增添活力及生命力，幫助

減輕生活和工作壓力，增添你的生活品味。 

日期： 11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9:00      費用： 188 元(已包材料費)  

8 



學生創意展示方式講座—認識 Lapbook 與
Displayboard 製作工作坊  

本工作坊將介紹在國外學校很普遍應用的 
Displayboard 和由各種小書、立體頁及轉盤
等組成的 Lapbook，工作坊中，大家會動手製
作 Lapbook，並分享如何令教與學變得更有意
義及讓教師親自實戰另類的 STEM 教育。 

日期： 12 月 1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3:00 至 5:00 

費用： 220 元(已包材料費) 

脊骨健康講座︰頭痛、肩頸痛症 

本講座內容介紹脊骨錯位之成因及影響，並講
述其預防與治療方法、基本護脊知識、痛症如
頭痛、肩頸痛等的成因、姿勢要點、日常生活
及工作時要注意之事項等脊椎健康資訊。提供
護脊良策，示範及實踐護脊操。 

日期：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詳細資料： 

活動舉辦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教師中心網頁< http://hktckln.hktc.edb.gov.hk/activity/> 

或香港女教師協會網頁<www.hkwto.org.hk>   查詢電話： 2787 7311 

上課地點：旺角會址(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樓 1104-1105 室 ) 

費用：$300/4堂(每堂 1小時) 、$450/4堂(1.5小時)      

詳情及開課日期可瀏覽本會網站(www.hkwto.org.hk)或致電本會(電話:27877311)查詢、

留位或報名，歡迎各位同工參加。 

 
星期一 

全身伸展治療 

瑜珈班 
下午 

2:00-3:15 

—————— 

現代排排舞 
下午 

3:45-5:15 

6:30-8:00 

7:00-8:00 

8:00-9:00 

——————— 

Slim Dance 
下午 

7:30-8:30 

------------ 

Funky Dance 
下午 

6:15-7:15 

8:45-9:45 

 

星期二 

肚皮舞 
下午 

2:30-4:00 

——————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5:30-6:30 

6:40-8:10 

8:15-9:15 

——————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7:30~8:30 

------------------- 

K -Fit Dance 

下午 

8:35~9:35 

星期三 

肩頸腰治療伸
展瑜珈班 

下午 

6:00-7:00 

7:30-8:30 

7:25-8:25 

—————— 

普拉堤瑜伽班 

下午 

5:00-6:00 

6:15-7:15 

——————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 

Slim Dance 
下午 

8:40-9:40 

 

星期四 

Funky Dance 

下午 

2:00~3:00 

6:30~7:30 

———-—— 

K Pop Dance 

下午 

7:30-8:30 

———-—— 

帶氧健體 

伸展班 

下午 

5:30-7:00 

——————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8:15-9:30 

星期五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班 

下午 
2:30-3:30 

——————- 

K Pop Dance 
下午 

5:15-6:30 

——————- 

現代排排舞 
下午 

2:45-4:15 

4:30-6:00 

——————— 

肚皮舞 
下午 

6:30-7:30 
———————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7:30~8:30 

8:30~9:30 

——————— 

Zumba Fitness 
下午 

7:30-8:30 
7:45~8:45 

星期六 

現代排排舞 
上午 9:45-11:15 

—————— 
普拉堤瑜伽班 

上午 10:30-12:00 

—————- 
全身伸展治療 

瑜珈班 
下午 12:45-2:00 

——————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12:00-1:00 
       1:15-2:45 

——————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班 
下午 2:15-3:15 
       3:30-4:30 

—————— 
Funky Dance 
下午 4:00~5:00 

4:4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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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到校服務計劃 

服務預約表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自 2009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200間學校，希望同工們能
透過各類型的工作坊、講座或興趣班提高專業知識，同時促進身心健康。相信透過各專業
人士的經驗分享，同工們一定有所啓發。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       

電話： 27877311(楊小姐)或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以下表格。 

  專業講座/工作坊 講者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英語學習/戀上教學半世紀 周蘿茜 女士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講座/「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講座 葉祖賢 先生 

□茶藝分享工作坊 專業茶藝師 

□認識餐桌禮儀講座 專 業 導 師 

□中醫治療篇講座：中醫養生、廿四氣節食療、聲帶疾病的中醫藥治療與護理、肩頸
痛治療與護理、中醫美容、咽喉不適、共振音樂療法、一日全天養生坊、感冒治療
與護理、中醫與香薰美容講座、減壓--精油與中藥的療法、手部按摩講座、中成藥
養生錦囊講座、穴位敷貼法講座、天灸療法:哮喘與鼻敏感、常用保健及急救穴位應
用等講座 

註冊中醫師 

□營養養生、食物營養、健康飲食、體重管理、健康產品你要知等講座 註冊營養師 

□常見足患及護理方式、護脊護足健康操、工作常見腰背痛及腳痛、腰背及下肢痛           

  症的預防方法、運動常見創傷及預防方法。 

註冊脊醫/    

物理治療師 

□八段錦:簡易養生保健操、太極拳、養生氣功班   

  

 專業導師 

□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中醫健康食療、瑜伽伸展+肌筋膜放鬆運動、帶氧健體伸展運 
動、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創作、幼兒成長及體適能運動等等工作坊 

□自組興趣班 

魔術班、扭扭氣球造型班、口琴班、拼貼藝術、伸展運動班、手工藝術、瑜珈及不
同類型舞蹈班。 

□其他講座，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有關的費用，將以個別報價 

歡迎致電 278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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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 

會址: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 電話:2787 7311  傳真:2787 7312 網址:www.hkwto.org.hk   電郵:hkwto_2006@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