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  Organization 

第 39 期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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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交流月(2017)「課程

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 

之「非典型的教學相長故事」 

當今教學工作，極富挑戰性；除日常的課堂教學、

課後的備課及批改的恒常工作外；還得兼任訓輔職

責、興趣班導師、生涯規劃者、學校與家長的橋樑

等等。真的是要練得十八般武藝才能應付多重的角

色！ 

 

因此，3月 11 日，周蘿茜主席於教師專業交流月

(2017)「課程發展與教

學實踐」教育會議中分享了她的非典型教學相長故事，借個人

的教學經驗與成長經歷，詳述如何取得工作、進修、家庭生活

的三軌同行發展。當日出席人數踴躍，同工們都十分投入，周

主席希望以自己成敗得失的經驗，與老師們分享如何保持教學

之火繼續燃燒。 

本會支持「同心圓系列：多元積極 快樂女性」工作計劃 

「女教協」一直推動提升女教師的專業發展，鼓勵平衡家庭

和工作生活，以促進身心靈健康；故參與「同心圓系列：多

元積極快樂女性」工作計劃為支持機構。 

 

這次活動是由香港紫荊青年商會舉辦，企業高層、專業運動

員、廣播業界和創業媽媽等不同範疇的女性分享她們的經

驗，如何達致事業、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曾玉萍副主席

出席了工作計劃的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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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愛笑瑜伽工作坊 

4 月 1 日 

武當山八段錦保健養生氣功班   

4 月 1 日 

五行經絡拉筋法班   

4 月 1 日 

體驗茶坊(三)《一餅好茶的故事》  

4 月 22 日 

樹脂黏土康乃馨工作坊    

5 月 4 日 

中醫養生食療工作坊    5 月 4 日 

玻璃迷你盆景工作坊     

5 月 12 日 

運動治療講座之運動後的恢復    

5 月 25 日 

中醫養生食療工作坊 (二) 5 月 27 日 

天然手工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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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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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治療如何幫助中學及小學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遊戲治療以遊戲方式與有情緒及行為困難的兒童溝通，以遊戲作為治療的媒介，將

治療元素加入遊戲情景中，從中了解他們的情緒想法及內心世界。本課程將簡介何
謂遊戲治療，更會探討遊戲治療如何幫助中學及小學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亦會進行

分組活動，加強參加者對遊戲治療的認識。 

日期： 6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費用：全免    講者：陳思欣女士             

武當無極養生功  

「武當無極養生功」乃武當山獨門養生之寶，

功法特色是旋轉疏通，可強化人體大中細血管
的內外微循環及淋巴系統，亦即是疏通到中醫

及針灸所講的經絡穴道，從而達到養生、保健

及美容功效。 

日期： 2017 年 7 月 18、20、25 及 27 日 

時間：上午 11:00 至下午 1:00 

導師：陸惠儀 女士      

費用： 240 元/4 堂 

天然紫草手工皂 

本工作坊導師將講解手工皂對人和環境的好

處，並詳細分享手工皂的製作過程。課程中教
導學員親自製作美容及滋潤皮膚功效之紫草

手工皂。調配各種天然材料如紫草、橄欖油、
棕櫚油、椰子油、薰衣草精油、椰子油等等，

親身製作美容滋潤兼備的手工皂。 

日期： 2017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 至 5:00 

導師：張玉娣 女士    

費用： 200 元 

     (已包材料費) 
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與全身

伸展及提昇姿勢工作坊 

本課程導師將以不同歌曲的風格，再配合舞步
編排，讓學員依照音樂的節奏，跳出多元化的

舞蹈。學員毋須舞蹈經驗，只要隨着導師帶領
舞蹈就可享受跳舞樂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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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的腹肌鍛鍊及全身肌肉伸展，既能幫助糾

正身體的姿勢和減少痛症。 

日期： 2017 年 7 月 17、20、24 及 27 日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導師：黃思敏 女士    

費用： 240 元/4 堂 

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班 

本課程透過不同的瑜伽伸展動作，令身體在短

時間內能得到休息及放鬆。導師運用了瑜伽元
素及運動伸展技巧，透過不同姿勢延展，有助

消除肌肉緊張，她將教授多個瑜伽式子，包括
對稱數目的腿髖與手肩式子、脊椎全方位式

子，更會教授呼吸法等，將平日肩、頸、腰背

等積存的疲勞透過溫和方式來消除。 

日期： 2017 年 7 月 19、21、26 及 28 日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導師：黃凱溦 女士     

費用： 240 元/4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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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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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暦年假後，我和友人原想在復活節假期去泰

國過潑水節，誰知「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

柳柳成蔭」。上網買機票時，發現去柬埔寨暹粒有特價機票，於是我們決定更改行程，先去暹

粒五天，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再去曼谷。 

 

原以為柬埔寨設備落後，但原來暹粒是一個旅遊配套很完備的城市。由於工作較忙，我們先上

網預定了酒店，並預約了交通。第一天晚上，我們先去看表演──「吳哥的微笑」；第二天才

去參觀小吳哥及附近的寺廟；第三天去當地所謂「大圈」的寺廟參觀，第四天再去市郊「外圈」

的寺廟。由於是包車，每次上車，司機都會免費送上冰水及濕紙巾，這種貼身服務，讓我對這

個地方很有好感。由於參觀已有既定的路線，在預約交通後，司機便安排我們到各景點參觀，

不用再費神去計劃。 

   

「吳哥的微笑」是一齣舞蹈表演，配以英文字幕及講解，讓觀眾對高棉文化有概略的認識，對

往後幾天參觀寺廟及壁畫，有一定的幫助。吳哥窟以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吳哥寺又

叫吳哥窟，是吳哥古跡中最大，而且保存得最好的建築。寺中有雕刻精細的壁畫，講述柬埔寨

歷史和神話故事。有人問：「吳哥窟只不過是一堆破石頭，有什麼好看？」但當你身臨其境，

站在建築群的面前，抬頭抑望或登壇遠眺，那種恢弘的氣勢和深入人心的震撼，是照片無法表

達的，就好像你站在劫後的圓明園一樣。除吳哥寺外，巴戎寺、女皇宮、崩密列，都是很值得

參觀的地方。筆者曾到過敦煌石窟，覺得那裡的真是一個藝術寶庫，但來到了吳哥窟後，卻被

它的雄奇震懾：一步一景，竟是那麼宏偉、那麼淒美，特別是到了崩密列，那種破敗的美，是

筆墨難以形容的。 

暹粒市內有不少旅館及酒店，豐儉由人，我們入住的酒店，

環境十分舒適，交通也很方便。不過要注意有些旅館是沒有

冷氣的，預訂酒店時要格外留神。在遊客區內，英文溝通絕

對沒有問題，甚至在街邊售賣紀念品的小童，也能與遊客以

英語交談。那裡民風純樸，生活悠閒。當地人生活雖然並不

富裕，但笑容滿面，自得其樂，特別是看見午後，河邊樹間

掛滿了一張張的吊床，真想下車先睡個午覺才開始行程呢。

在市內，有不少餐廳，旅客可試試當地的高棉菜，雖然味道

偏甜，但頗有特色。此外，法國菜也很便宜，二、三百港元

一餐已很豐盛，比在香港吃的便宜多了，而且十分美味呢！

如果大家去膩了泰國或越南等國家，不妨考慮到柬埔寨走一

趟。 

老師分享 欣賞建築藝術的好去處 

──吳哥窟  
李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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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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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people 
They took such attentive care of me - Peter and Susan, John and Jane that I will remain        

forever grateful. I was invited to stay in Peter’s beautiful garden home in Sandbach for two 

nights and then together we stayed in John’s 3-acre manor house in Cumbria, the Lake District. 

 

Peter and John were respectively the Headteacher and Deputy Headteacher of Sandbach 

School, Cheshire, England. It is the partnership school of Fukien Secondary School (FSS) and 

was instrumental in supporting drama education at FSS. They have both retired from their 

posts at Sandbach School with Peter still flying around reviewing school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Russia while John is busy working on his manor house, the Carlton Hall. These 

couples are very endearing with the wives fully supporting their husbands in all their            

endeavours.  

 

Susan was a nurse but she took early retirement when Peter retired and started his African     

visits. The couple have stayed in countries like Kenya and Saudi Arabia and Susan has to take 

care of Peter in an alien l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settled life at home in Cheshire.  

 

John was the brain behind the highly acclaimed Sandbach School Theatre. Upon his              

retirement, he decided to start a new life away from the crowds. The couple purchased the 

stately manor house which comes with the extensive woods. John actually painted the eight 

rooms, walls and ceilings. The live fire warming us during those chilly spring mornings was 

made with the logs chopped by John who is now the lumberman! 

 

This tour was so special 

with no “must-see places” or 

“must-buy things” checklists 

to tick off but strolls in the 

vales and terraces, drinks by 

the fireplace, chats over bar 

foods of fried fish and sau-

sages and playtime with 

Max, the most welcoming 

giant terrier.  



Let’s Babble 
 Dea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the past two years, we published Babbling and Let’s Bab-

ble. Quite a number of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have requested 

copies for their students.  

 

I myself have been using these articles as materials for oral 

practice with students. They find the contents interesting and 

the language stimulating.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fetch copies for y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The whole point of publishing the Babbling series is 

for sharing. Simply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and fax it to us. 

Then we will have the books ready for you to collect. For   

each school, we can give  2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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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Request Form for Let’s Babble or Babbling 
Schools are welcome to request for Let’s Babble or Babbling. Simply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Please fax to 27877312 or contact Ms. Rita Yeung at 27877311.) 

School name: 

School address: 

Staff/ Teacher to Contact: 

Tel. no.:                                            Fax no.:                        

E-mail address: 

Titles / number of copies requested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Babbling        □10     □20     □30    □40    □50    □Others _____(Please specify.) 

□Let’s Babble  □10    □20     □30     □40    □50    □Others ______ (Please specify.) 



Calling for articles for  
We all love babbling! 

Dear teachers, 

As the school year is closing down, do you have more spare time in hand? Do you have some 

thoughts or experiences to share? Is there somebody you want to appreciate? Be generous! 

Share these in short articles of around 250 words. Send them to me at 

<chowlosai_new@yahoo.com>. I will be compiling them together with mine and have the     

collection published as We all love babbling! – the third of the Babbling series. 

 

This time, I am extending my invitation to not just teachers but anybody who loves to write 

and share in English. You can do the same. Invite your colleagues, friends or even students.  

 

The Babbling series are given away free-of-charge to school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read in leisure or to use as materials for speaking and writing practice. Once your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he publication, you will be given a token honourarium and one copy of the book 

for every article submitted.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send in multiple entries. However, we 

do reserve our editorial rights. 

 

Each article is to be complemented with a picture or photograph for easier reading. Writers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se images are either their own works or are royalty-free. And the 

articles are to depict positive messages as we aim to make the world more cheerful through 

our small efforts. 

 

Please also include a few lines to intro-

duce yourselves to our readers. 

 

I am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reading 

your sharing! 

 

Pauline 

Summ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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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講座/工作坊 講者 

□非典型的教學相長故事/家長如何支援孩子的英語學習 周蘿茜 女士 

□“How I Can Make Reading Aloud Interesting!” 

□ “Our Children Can Perform in a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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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推動自主學習」/「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講座/教師培訓各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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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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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胃保健工作坊/護唇膏/香水制作工作坊 

□自組興趣班：魔術班、扭扭氣球造型班、口琴班、拼貼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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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費用，將以個別報價 

歡迎致電 278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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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座/工作坊/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擬選擇計劃之服務：(可選多項) 

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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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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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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伸展治
療瑜珈班 

下午 2:00-3:15 

爵士舞 

下午 5:15~6:15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伽班 

下午 1: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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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皮舞 

下午 5:00~6:00 

K-Pop Dance 
下午 5:00~6: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3:45~5:15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普拉堤           
伸展瑜伽班 

下午 5:00~6:00 

下午 6:15~7:15 

全身伸展治療瑜
珈班    

下午 12:45-1:45 

面部穴位 

刮痧班 

上午
10:00~12:00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7:00~8:00 

下午 8:00~9:0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伽班 

下午 7:25~8:25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伽班 
下午 2:15~3:45 

肚皮舞 
上午 

10:30~11:30 
11:30~12:3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Funky Dance 
下午

9:10~10:10 

Zumba 
 Fitness 

下午 8:30~9:30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Funky Dance 
下午 4:00~5:00 

下午 5:15~6:15 

保健及按摩
工作坊 

下午
2:00~4:00 

Funky Dance 
下午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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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 堂(每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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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永久會員： 

生日快樂！在這個可喜可賀的日子，本會為您送上 2017 年生日禮物(精美雨傘 )。現只

要您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到會址便可領取禮物，歡迎致電 2787 7311 或網上預約時

間到會址領取。會址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十一時至晚上九時) 或星期六(上午九

時至下午六時)。 

                 

~2017 年永久會員生日禮物~ 

同時歡迎您們自組興趣班： 
本會歡迎您們自組興趣班，只需相約 9 位的親朋，自選日期、時間及喜歡的課程，我們便會為你們

配對專業的導師，只要是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配合！ 

費用：$280/4 堂   報名/查詢： 27877311(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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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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頭四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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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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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和寧波等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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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旺角會址的興趣班更是專為
女教師而設。配合教師們的需要，周一至周六的上課時間更延
長至晚上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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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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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