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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校長/老師： 

本會是由一班從事教育工作及對香港教育發展有承擔的女教師於 2006 年三月組成，宗旨為

維護女教師的專業權益、關注教師專業需要及所面對的問題，並致力促進香港與海內外教

師的專業互動，舉辦專題研究、講座、工作坊及相關的交流團。 

在 2016 年的三月，本會將成立十周年，標誌著香港女教師協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為了慶

祝這項盛事，定於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舉辦十周年會慶典禮暨專業發展講座。 

現誠邀 閣下出席是項活動，為我們的典禮增添色彩。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 00-3 ： 00 (專業講座) 

           3 ： 00-4 ： 00 (會慶典禮) 

           4 ： 00-5 ： 00 (茶會) 

地點：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4樓禮堂) 

對象：校長及教師 

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程序 項目 

一、 張笑容女士主講：「如何成為學生的人生教練」 

二、 主席周蘿茜女士致歡迎辭及會務報告 

三、 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致辭及頒發紀念品 

三、 拍照留念 

四、 禮成 

五、 茶會 

備註：出席的同工可獲派發專業發展證書。  

現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我們稍後將發出電郵及傳真邀請同工們。 

您亦可致電本會(電話： 2787 7311)預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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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主講「家長如何協助年幼子女學習英語」講座 

本會主席分別於 9月 18 日及 10 月 10 日獲廣東道官立

小學及五旬節于良發小學邀請，為家長主講「如何協

助年幼子女學習英語」講座。香港家長不論階級或背

景都十分關心子女的學習，祈盼他們都能掌握兩文三

語，學業有成。家長應該怎樣做才能協助子女樂於學

習英語呢？主席以資深英文教師、母親及祖母的身份

與家長們輕鬆分享，家長們亦熱烈互動。 

10 月 7 日，周蘿茜主席以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副主席的

身份，與吳家明主席應邀出席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學生會於陸佑

堂舉辦的高桌晚宴，院長 Professor Stephen Andrews 為晚宴

致詞。 

應邀出席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桌晚宴 

10 月 22 日，本會榮幸邀請伍鎮坤醫生為同工舉辦眼睛健康講

座，常見的早期眼疾普遍沒有明顯徵狀，但錯過治療時機的話，

而眼睛跟身體其他器官一樣會隨年齡增長出現退化，病情會無法

逆轉。情況嚴重更可導致失明，實在不容忽視。伍醫生講解眼疾

的成因，以及如何診斷與治療青光眼等眼疾。伍醫生更即場教授

大家自我檢查黃班點病變的方法。 

誠邀伍鎮坤醫生主講「常見眼疾知多 d」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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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本會周蘿茜主席及張民炳顧問與百多名的香港教育

及科技界人士前往深圳考察創新科技産業。這活動是由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副主任仇鴻率領。這是一項重要的深港兩地教育科技

交流活動。考察團在深圳期間，參觀了前海青年創業夢工場、前

海蛇口自貿區、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等，與深圳市主管部門和企業代表共同舉行了“創新科技産業合

作交流分享會”。 

 

代表團都能進一步了解深圳創新科技的總體規劃和

發展、高等教育發展及國際合作成就與規劃等情

況。此次考察活動以深圳創新科技産業考察為題。

在考察過程中，考察團成員紛紛表示，深圳創新科

技在短時間內便取得很大成就，令人驚嘆，亦給香

港帶來很多啟發。  

應邀考察深圳創新科技產業 

本會兩位副主席趙紅梅及李瑞美女士以及幹事

楊麗娜女士應邀出席 9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的

香港教育界國慶訪北京、承德暨專業交流團。

行程包括參觀國家博物館、抗日戰爭紀念館、

避暑山莊及考察盧溝橋、訪問北京大學及聽取

「一帶一路」專題講座，加深香港教育界同工

對這個發展戰略的認識，從而思考應如何裝備

學生，讓他們能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透

過這些交流活動，教育同工們對國家有更深入

的認識。 

應邀出席 2015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北京、承德暨專業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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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ble with me! 
Let’s Babble 

"That's the phoenix wood. Say it after me, phoenix wood. Good! You can recognize this tree by   

remembering the red top with the small flowers and the tiny green leaves.” Pointing to a Flame of 

the Forest growing by the roadside, the mother in her late twenties was eagerly explaining to her 

young daughter who looked like still in kindergarten. 
  
All the way along Ede Road, that is the route of the mini-bus I was aboard with this mother and  

daughter pair, there are four Flame of the Forest trees.   I just love this tree. When in full bloom, the 

broadly-spreading scarlet, lacy foliage creates a gorgeous almost regal crown. And yet, when all the 

leaves are shed, it can remain a bare trunk for months.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attracted my attention because this mother was taking her role most       

seriously. She made full use of each opportunity to teach her daughter about general knowledge,  

etiquette, road safety and more. The moment they walked up to join the queue for the mini-bus, the 

mother ordered the little girl to say “good morning” to everyone!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Here is one good mother.” But I was making my judgement too early! That part about the Flame of 

the Forest was repeated four times. 
  
Then there was another incident of a man dashing out from the pavement to cross the street when 

the light for pedestrian crossing was flickering. Time for road safety lesson. 
  
“You should never cross the road like that! You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 him? Yes, hit by the car. 

If not this time, then he will be the next time. ”  

 

A few minutes later, the bus passed by a street cleaner. The mother  

pointed to the man and said to the girl, “If you don’t study well, you will 

be the one cleaning the street 15 years later. Do you want to do that? No? 

Then you have to get 100 in all your dictations. Understand?”  

 

All along, the girl uttered responses not very audible to me but  definitely 

loud enough to her conscientious mother. By the time we parted at the 

bus-stop, the girl had all my sympathy! It was exhausting listening to this 

mother during a 10-miute bus ride! Well, the girl has to listen to her for 

no less than 12 hours a day!  

 

Flame of the Forest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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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了感恩                                             
 

每年到了十二月，我便慣性地為這一年的「得失」作盤點。 

 

活到這把年紀，得失已不是金錢的増減!況且，我這人只懂保

守地做定期存款；股票、基金等投資對我來説都太複雜了。

我不敢把一生的積蓄作高風險投資。現在的我總算不愁衣

食、頭上有片瓦，是幸福得很！而今年要至誠感恩的是我仍

有「市場價值」，獲著名津貼中學聘用為英語語文顧間！三

個多月來，我與同工們並肩工作，互勉互勵，很有成功感。 

 

今年八月期間，我和民炳到巴爾幹半島過了一個對我們來說是頗悠長的十天假期。每天就是吃

喝、拍照、遊山玩水、與團友交談！輕鬆寫意！ 

 

當然還有要感恩的是我終於接受了耽誤很久的白內障移除手術。我是克服了恐懼才作這决定

的。其實手術簡單，完全無任何痛楚，復原過程神速。之前的猶疑實是無知和愚蠢。 

 

但這一年，失也着實不少！母親在九月二日辭世了。在別人眼中，八十八歲已是高壽；但對我

和弟妹來説，至今我們還是在適應没有媽媽的日子。每當 Facebook 彈出當年今日的回顧時，

我的心似在淌血！她那温柔的笑容，起勁的動作如在眼前，很難想像她已不在身邊了!今年十月

也送走了一位好友- 程秀慧。去年暑假，她被診斷為癌症。秀慧勇敢積極地接受各種痛苦的治

療，向我們報告她的進步。去年聖誕，我們還一起到上海旅遊。她仍能談笑風生，興致勃勃！

但在十月二十一日，她終不敵癌魔，魂歸天國，遺下丈夫和兩名在學女兒。 

 

面對喪失至親好友之痛，我學會了自我紓緩，人自出生那一刻便知道有死亡的一日。而這路途

可長可短、可有伴、可孤單、可留下足印、可煙消灰滅！最終，誰人能免一死?現代醫學的進

步，為人增壽的同時，亦為病人帶來折磨和奢望！我教育自己去明白，媽媽和秀慧現在已不用

受苦了。而我們只要念着她們，好好的活着，不就是她們所樂見的嗎?我就是懷着調適了的心

情，歌頌今天我擁有的幸福，迎接未知的 2016！ 

 

祝福各位同工聖誕、新年快樂!大家亦應利用假期，休養生息，為新的一年作好身心的準備！ 

周蘿茜 主席 



 訪京感想：北京行之「自強不息」   

                

出發往北京之前一星期到訪了柬埔寨的吳哥窟。畢竟是旅遊

區，基本物資還可以，但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窮困。這個經歷超

過三十年戰爭內亂的國家一貧如洗，街上滿是童工。溫飽是做

到了，只是國家像是由聯合國共管似的，這一區由意大利負責

維修，那一邊屬法國。導遊坦言最盼望除了是和平之外就是國

家能夠真正自主富強起來。 

 

八十、九十年代我都來過北京，千禧年後又來了兩次，這是第

三回。親身體驗到京城這三十多年的變化。除了高廈高速公路

不斷添增外，居民的生活條件也不斷改善！記得八五年首次抵

京時街上行人稀疏，街燈昏暗，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間館子吃夜宵。還記得當時接載我們的年輕

計程車司機主動提出在飯館外等我們，一個多小時等候期間他就在車內看書。當時我很感動。

這個情景已成絕響了！ 

 

歷代建都於此已經八百多年，期間經歷無數戰火蹂躪外敵入侵，現在依然屹立不倒。作為中華

民族一份子，每次到訪我的心情都很激動。曾幾何時中國也像柬埔寨一樣被外憂內患煎熬，弄

至民不聊生，差點也被列強瓜分！時至今日國家昌盛繁榮，與美英德等國家平起平坐；人民生

活水準不斷提升，發展機遇處處。這些得來一點也不輕易！除了經濟高速增長外，國家對教育

也不遺餘力。這次參觀了一間以小班教學為重點的中學，了解到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對教育都

十分重視。誠然，培育下一代是刻不容緩，任何一個民族缺乏優秀人才都難以持續發展。 

 

然而，國力不單單反映在經濟數據上，國民的素質才是主體。讓我感到不安的一個事件發生在

承德避暑山莊。我們團隊在山莊外因為一些事故未能整體排列好進埸，中間讓一個內地家庭插

了隊。其實只是小事一樁，但他們之中的一名三十來歲婦人却破口大罵，指責我們的領隊辦事

不力，浪費了她的時間云云，並衝前想向我們領隊揮拳，幸得旁人阻止才未釀成流血事件！類

似情況在内地並不罕見，有些人往往因小事與別人衝突，甚至導致悲劇，十分野蠻，絕不可取！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貴乎尊重和忍讓，學懂自處、與人相處及與大自然共存是非常重要的。 

 

急速發展有時會讓人吃不消，也未必人人都跟得上所需的步伐。始終國家大人口眾多，要每一

個國民成為文明互讓的世界公民是遙不可及的。但這是一個目標，朝著這個方向，中華民族將

會繼續承傳下去！外敵不能殲滅一個民族，自身的腐壞才能。自強不息是持續發展的唯一出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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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歡迎同工踴躍提供稿件，使本刊內容更豐富和充實。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會立場，來稿可傳真

至 27877312 或電郵至 hkwto_2006@yahoo.com.hk。一經刊出，謹致紀念品。本會保留轉載、刊登及修改之權利。投

稿或對刊物有任何意見，請聯絡我們。 

李瑞美 副主席 



 

即將舉辦的活動 

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身心健康活動報告 

本會定期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不同的專業講座和工作坊，讓同工們可以提升的專業知識和善

用餘暇，盡情放鬆，以促進身心健康。與此同時可加強彼此聯繫。 

9 月 18 日_冰皮月餅 10 月 22 日_自製鳥結糖 10 月 22 日_常見眼疾知多啲 

11 月 26 日 
妙用洛神花工作坊 

11 月 6 日 
流行健體舞班 

11 月 5 日 
舒壓伸展運動班 

11 月 5 日 
陶笛初班 

玻璃罐精力沙律工作坊 

去年開始在歐美盛行的玻璃罐沙拉，這股風潮先

是吹到了日本，許多上班族開始流行自製為輕食

午餐。其製作方法其實非常簡單，只要把握幾個

原則，就能按照自己的喜好裝罐，擁有自己獨一

無二的沙拉罐。 

日期： 1 月 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 ： 30 至 9 ： 00 

費用： 148 元  

趣味法語班 

在本課程中，導師將介紹這個國家的風土文

化及循循善誘教導同學們學會全法語的發音

規則，課程主要以生活及旅遊常用的會話及

詞彙作為基礎，再加插一些趣味的小故事，

增加學習興趣。 

日期： 1 月 7日、14 日、21 日、28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30 

費用： 212 元/4 堂 

觀舌知健康 

傳統中醫四診(望聞問切)，以望診居首，而觀

舌是望診的重要組成内容。此課程除理論講解

外，亦提供互動實踐，讓學員易於掌握觀舌的

原理和應用方法。 

日期： 1 月 7日、14 日、21 日、28 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9:00 

費用： 212 元/4 堂 

利是封賀年掛飾製作工作坊 

為了增添農曆新年的氣氛，導師將教導同工

利用了各式各樣的利是封，製作了美輪美奐

的掛飾，讓大家感受歡樂的節日氣氛。 

日期： 1 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30 

費用： 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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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色彩艷麗，造形豐富

的絲網花，學員可以制作

應節的桃花擺設，完成作

品後正好趕上春節在家中

擺設合時之特別的桃花，

增添節日氣氛。 

日期： 1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至 1:00   

費用： 148 元 

活動舉辦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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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壽馬蹄步步糕工作坊 

課堂中與學員一同制作萬壽馬蹄步步糕，學員完成作品後可一同品嚐及帶

年糕回家與家人朋友分享。這款萬壽馬蹄步步糕用夏威夷木瓜加入大量馬

蹄、雪耳等，馬蹄味濃，糕身晶瑩，每口均帶淡淡木瓜青香味。 

日期：(A 班) 1 月 21 日(星期四)  

      (B 班) 1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9:00     

費用： 189 元 

串珠工作坊之新春大吉 

新春將至，可否想過自己親

手製作一些飾物迎接新春

呢？現安排了新春大吉 (串

珠) 工作坊，將為你提供一

些所需技巧，串出喜慶新春

大吉飾品。 

  日期：1月22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9:00 

  費用： 125 元 

Reader's Theatre 

What is Reader's Theatre? This workshop will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Reader's Theatre and 
look at some of the ways it could be used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articipants will also 
try their hand at writing some reader's theatre 
scripts and stage them during the workshop.   

日期： 1 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全免 

中國的皇帝制度，大概是世界上除

了古埃及的法老王之外，延續最久

的一種君主制度。從秦朝到清朝，

中國有整整兩千年一百三十二年的

時間是在皇帝制度的統治之下。此

講座簡介中國的皇帝制度及細說分

享不同歷史故事。 

日期： 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 至 8:15 

費用：全免 

中國歷史之皇帝制度講座 絲網花之桃花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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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五 星期四 
瑜伽 

下午 

2:30~3:30 

爵士舞 
下午 

5:15~6:15 

普拉堤 
伸展瑜珈班 

下午 5:00~6:00 

現代排排舞 

上午 
9:30~10:30 

10:30~12:00 

化妝護膚 

美容班 

上午
10:00~1:00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K-Pop Dance 
下午 

5:00~6: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4:00~5:00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普拉堤 
伸展瑜伽班 

下午 6:15~7:15 

瑜伽 

下午 12:45~1:45 

2:00~3:30 

面部穴位 
刮痧班 

上午
10:00~12:0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中國扇舞 

下午 
6:00~7:0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伽班 

下午 7:25~8:25 

Funky Dance 
下午 

4:00~5:00 

DIY 美食班 
上午 

11:00~12:30 

Funky Dance 
下午 

8:30~9:30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現代排排舞 

下午 7:00~8:00 

Funky Dance 

下午 

8:30~9:30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肩頸腰治療伸展
瑜伽班 

下午 5:15~6:45 
6:45-7:45 

保健及按摩
工作坊 
下午

2:00~4:00 

Funky Dance 
下午 

9:30~10:30 

肚皮舞* 

下午 

8:15~9:30 

上課地點：旺角會址(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樓) 費用：$260/4 堂(1 小時)      

  專業講座/工作坊 講者 

□戀上教學半世紀/如何支援年幼子女學習英語 周蘿茜 女士 

□如何有效地與家長溝通講座 高惠娟 女士 

□“How I Can Make Reading Aloud Interesting!” 

□ “Our Children Can Perform in a Reader’s Theatre” 

譚兆明 先生 

Simon Tham 
□學校安全與法律知識講座/教師培訓各類講座 陳德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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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健操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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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導師 

□自組興趣班 

魔術班、扭扭氣球造型班、口琴班、拼貼藝術、爵士舞、手工藝術、瑜珈、排排
舞、拉丁舞、中國扇舞、肚皮舞、夏威夷舞、印度舞、刮痧班、化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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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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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頭四位號碼)                     生日日期: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退休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你的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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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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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 

香港女教師協會 

會址：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樓     電話:2787 7311        傳真:2787 7312 

網址： www.hkwto.org.hk             電郵： hkwto_2006@yahoo.com.hk 

「香港女教師協會」由一班從事教育工作及對香港教育發展有承擔的女教師組

成，宗旨為維護女教師的專業權益、關注她們的專業需要及所面對的問題，同

時提升女教師的專業水平、地位及發展。為促進香港與海內外教師的專業互動，

會方多次舉辦專題研究、講座、工作坊及相關的訪問團。先後訪問上海、深圳、安徽、廣西、

南京、湖北、山東、海南和寧波等省市，進行專業交流。此外，本會亦經常就當前的教育議

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客觀及公正地反映前線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心聲以促進當局改善

香港的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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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會亦定期於九龍塘香港教師中心

舉辦專業講座和各種興趣班，讓老師們加強彼此聯繫和增進知識。 

聖誕及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