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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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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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海南

等省市，進行專業交流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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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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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12 月 

成功申請香港電台的社區 

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 

周蘿茜主席、張民炳顧問、曾玉萍副

主席及葉熾文先生出席面試合照 
張民炳顧問出席「全國港澳研究

會」開幕式時與陳佐洱會長合照 

張民炳顧問獲邀參與新成立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 



 

新教師研習課程之「家校溝通入門」講座 

本課程目的是讓新教師掌握學制與課程的最新發展，了解學校一般的行政運作，並透過前線教師在教學

策略和實踐方法的經驗分享，協助他們儘快適應及投入教學工作。 

其中，高惠娟校長將於 1月 18 日為新教師舉辦「家校溝通入門」講座，內容是講解如何透過家校合作，

加強彼此溝通，建立教師之專業形象。在合作過程中，教師可以向家長解釋學校的需要，讓他們了解學

校運作，從而知道自己的角色，擔當協助的任務，幫助學校的發展，更有助家長們深入認識教師的工作。 

日期：2014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200 名                      費用：全免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健康之選：氣功養生班 

本會邀請張蓮英女士於 2月在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氣功養生班，課程會教導氣

功養生法，透過「易學、易習、易掌握」的授課，讓同工可以養生健體、增

福增壽。同時希望將氣功養生法普及大眾，人人都能學習一套對自己身體健

康有益的氣功養生法，用大自然能量調息身體，加快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改善體質， 才能達到延年益壽。 

日期：2014 年 2 月 8日，15、22 日，3 月 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名額：20名      費用：168 元/4 堂 

2014 年教育會議之「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講座 

老師要把課上好是應有之義，亦是中外家長百年不變的期望。講者透過對平

時觀課所得的經驗，與關心課堂效能的同行分享。 

本會再次邀請葉祖賢先生於 3月的教育會議在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把課上好

的三招四式」講座。所謂三招即「三知」：知位置、知需要、知人情。而四

式即「四識」：識引人入勝、識層出不窮、識高效互動、識碰撞生命。 

日期：2014 年 3 月 8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15-12:30  

名額：200 名      費用：全免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即將於香港教師中心

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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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報名方法，請留意

本會網頁<hkwto.org.hk>，   

查詢電話：2787 7311 

          



 

為香港電台制作「長者生活小百科」節目 

應香港電台邀請，本會協助制作 26集的「長者生活小百科」課程，現已在香港電

台第五台播放十四集，課程內容由十二位本會執委亦是現職前線女教師及校長編寫

及參與播出。內容多樣化，務求能關顧聽眾的不同喜好。播出時間：逢星期二晚上

8時 30 分至 9時正首播，重播逢星期六，下午 5時至 6時。頻道：天水圍 FM92.3，

跑馬地 FM95.2，將軍澳 FM99.4，屯門/元朗 FM106.8，其他地區香港電台第五台。

聽眾亦可在網上重溫節目。 

成功申請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 

本會申請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已成功獲批，預計

於 2014 年啟播。 

 

節目名稱：「綠綠無窮」 

節目大綱：希望透過這節目提昇大眾對環保 

議題的認識及了解各界人士的看法。同時希 

望透過電台可以讓各界人士發聲，包括婦女、教育界、環保業等，分

享他們對環保議題的看法，同時透過節目讓大眾知道環保的重要性。 

周蘿茜主席獲邀參加「香港卓越教師廈門交流團」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日，香港教育局及中聯辦教科部合辦「香港卓 

越教師廈門交流團」，由首席教育主任黎錦棠先生及中聯辦教科部處 

長陳恒博士帶領，全團共三十三人。「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 

主席邱霜梅博士為顧問，周蘿茜主席亦以該委員會委員獲邀參加。參 

加此團的教師均為「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各科獲獎教師。團長劉 

國良校長亦曾以物理科教學獲獎。 

 

此次交流團先參觀集美中學及剛慶祝百周年校慶的集美小學，並觀摩四節課；翌日，便參觀湖濱中學。其他

參觀項目包括在深交所創業板掛牌的美亞柏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廈門科技館。美亞柏科已申請 70 項國家

專利。交流團亦獲廈門市教育局設宴款待及特設專題講座。遊覽項目則包括怡人的鼓浪嶼及已列為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的南靖土樓。 

 

在整個行程中，教師們都表現專業，認真觀課及評課，熱烈分享，相處甚歡。雖然只是五天的共處，已建立

熟絡的友誼，為日後的交往成立了溝通渠道。 

 

活動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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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張民炳顧問獲邀參與新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 

本會張民炳顧問最近獲邀參與新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為一名特邀會

員，並出席了十二月六日至七日在北京舉行的成立典禮及港澳政法、行政、社

會與經濟研討會。成立大會由國務院港澳辦王光亞主任主持。「全國港澳研究會」

創會會長陳佐洱教授指出，「一國兩制」的博大精深，使得應運而生的《港澳研

究》包羅港澳廣泛方面，涉及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他希望這個研究機構為全國港澳研究搭建一個交流、探討、

爭鳴的平台，成為廣大港澳研究工作者聯絡彼此的紐帶和精神家園。 
張民炳顧問出席於港澳辦舉行

的座談會時與王光亞主任合照 

周蘿茜主席出席錄音

時與節目主持人小新

和簡慧詩小姐合照 



 

中國功夫扇舞班 

本會於 10 月邀請劉麗蝶女士在香港教師中心舉辦中

國功夫扇舞班，以簡單舞步法，配上簡單的中國舞步

法，透過舞蹈小品來練習不同的動作組合，靈活結合

成新穎中國功夫扇舞，同工們都熱烈地參與。 

輕輕鬆鬆習瑜伽班 

本會於10月邀請曾春燕女士在香港教師中心舉辦輕

輕鬆鬆習瑜伽班班。透過特別設計的瑜伽式子，配

合瑜伽呼吸法，幫助同工改善強化深層肌肉，促進

平衡力，讓同工放鬆自己及平靜心靈。 

韓流舞蹈 K-Pop Dance 

本會於10月邀請鍾秀慧女士在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韓國

流行舞蹈班，它起源於南韓，有著獨特的音樂風格和

變化多端的舞蹈，希望同工可透過輕鬆舞蹈、提高身

體協調、增強自信心及心肺功能。希望不同的興趣班

可以增強同工體質和人際關係。 

氣球造形扭扭班 

這興趣班於暑期期間舉辦後，反應熱烈，很多同工希

望再次舉辦，因此於 11月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課程，

透過指定形狀大小的氣球，做出不同的型態，導師由

淺入深的指導，同工們容易握當中的技巧，在課餘 

時，可作娛樂又能舒緩情緒。 

奇幻魔術班 

魔術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們便於 11月

舉辦此課程，透過導師讓學員認識魔術的歷史、分

類、技巧、原理及戒條等。然後教授以日常隨手可

得的材料變魔術，希望透過課程學習魔術可以提升

同工的不同興趣、手眼協調能力、智力，同時廣闊 

視野，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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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Z for Teachers 
Adapted by Pauline CHOW Lo Sai 

Awareness (of students, our society & the world) 

Bravery (to attempt new strategies) 

Clarity (of instructions) 

Development (in learning & teaching) 

Energy (physical & mental) 

Flexibility (to adapt, to learn) 

Generosity (to share) 

Humour (to laugh at oneself) 

Intentionality (to manage learner diversity) 

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at least one discipline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the students, young people, our society and the world) 

Love (of oneself, the students, the school and above all the profession) 

Motivation (to work hard and improve) 

Novelty (be the element in mind when preparing lessons) 

Open-mindedness (to accept criticisms) 

Prioritization (of our daily tasks) 

Quest (for improvement leading to perfection)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all students do learn) 

Sensitivity (to students’ feelings) 

Trust (in superio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need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global trends in learning & teaching) 

Versatility (to ado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Willingness (to help when needed) 

Xtra-health (to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Youthfulness (to learn) 

Zero-surrender (to difficult students) 
 

If you posses all or some of the above, your students are lucky because you are a great teacher! 
 

老師 

分享 
Sharing is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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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Retirement for Active Adults is Not Healthy 
By Karen Yu, English teacher (STFA Yung Yau Colleg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aise our awareness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 on health caused by retirement. Many of my friends are 

retired now but they find life unsatisfying. 

 

The New York-based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found that retirement increased the chances of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by 40%, 

according to a report published on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earlier this month. 

 

It also said retirement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t least one diagnosed physical ailment by about 60%.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retirement, health has improved, but two to three years later, retirees’ ment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began deteriorating,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e. 

 

O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hypertension,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 and mental problems –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 are exacerbated by retirement. Psychologically, retirees may feel useless and unproductive. Their world has become so 

narrow that they may feel alienated. 

 

The reasons why health declines after retirement are connected with the lack of social and mental stimulation. When the core social 

network, which is often offered by work, is removed, health then declines. The retiree can get lonely and research suggests that 

loneliness leads to mental illness that leads to physical illness. 

 

One factor that leads to happiness is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When a person stops working, he feels he no longer contributes to 

society, thus creating a sense of loss. Work can provide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one can engage in thinking and planning, 

activating one’s mental functioning.  Another factor leading to happiness is social connectedness.  Human beings are born to be 

gregarious. Work can provide a feeling of connection to others, which promotes sharing and learning that give us joy and content. 

 

When a person retires, he may have lost that sense of purpose. He no longer feels that he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is important. There is so much to gain personally from work – widening of one’s horizon, meeting people and socializing. 

 

Obviously, the healthiest retirees still work, volunteer or live an active social lif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that is the key to a 

healthy and satisfying life.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edicating your life to making other people happy is one of the great secrets to joy. Helping others is 

satisfying. Life will not be dry and meaningless.  

 

In my opinio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keep healthy is to keep working and, to this end, the companies should introduce and 

encourage measures that allow people to do so.  There should be no retirement age. 

 

Cutting down on the number of working hours would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than full retirement for many people. 

Can our society change the concept of retirement and giv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to our senior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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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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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服務 

本會舞蹈師鍾秀慧導師現可為本會會員學校提供舞蹈表演，希望透過

與各中小學校及幼稚園、青少年社區中心合作及配合社會需要，而推

廣舞蹈。 

 

本會口琴導師張迪生先生，現於多間大中小學、青少年中心、老人院

等機構合作開辦口琴興趣班。曾多次於文化中心、各大會堂、電視台

等作演出嘉賓。現致力普及和推廣口琴音樂，口琴推廣講座內容包括：

口琴歷史、各不同口琴類型介紹及示範、影片分享、現場演出等。如

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學校巡迴演出舞蹈/口琴表演服務 

歡迎老師透過本會找尋申請代課教席，老師只需填寫「申請代課老師登記表」。當有學校需要代課老

師時，本會將轉介給學校。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如貴校需要聘請代課老師，本會亦可提供服務。貴校只需填寫「學校聘請代課登記表」，如有適合的

教師，本會將轉介給予貴校，同時貴校可透過本會網頁發佈聘請消息。如有查詢，請與本會聯絡，

電話：27877311(楊小姐)。現可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此表格。 

申請代課登記服務及學校聘請代課登記服務 

歡迎您列席我們每月執行委員會例會，在會議上發表意見，讓

我們一起努力為前線同工共謀福祉。 

 

執委會例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四時開會，您可先列

席會議，然後再決定是否申請加入成為執委，若希望列席例會，

可於開會前一星期與本會幹事楊小姐(27877311) 聯絡，以作安

排。 

歡迎列席執行委員會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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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生日禮物(披

肩)，現只要您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到會址便可領取禮物，

請致電本會預約時間。 

查詢電話：27877311 楊小姐 

 

歡迎永久會員領取 2014 年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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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委任 

學校聯絡代表 

尊敬的 校長： 

百年大計，教育爲本。香港未來之出路，繫於教 

育，成於教師。本會乃香港首個女教師組織，成 

立於二零零六年三月。旨在聯繫女教師群體，維 

護合理權益，促進專業發展，增進身心健康，推 

動教育承擔。 

 

本會成立至今有近一千七百名女教師加入。本會就當前教育的迫切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之調研，客

觀及公正地反映前線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心聲。同時，本會已於會址及香港教師中心開展一系列專業

發展交流活動及各類型的興趣班，讓同工可以善用餘暇，盡情放鬆，做個健康快樂的老師。 

 

現希望校長能委任或推薦學校的一位女教師作本會的聯絡代表，希望她能作為橋樑把本會的動向消

息、會訊、舉辦的活動和交流團等資訊，傳遞給同工們以及把前線的聲音向本會反映。同時希望校長

能給予本會指導和支持，使我們可以完成有意義的事工。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您對本會的鼓勵及信任！ 

 香港女教師協會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香港女教師協會」學校聯絡代表 
申請表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代表同工姓名 ： 職銜： 

聯絡電郵地址： 任教科目：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印鑑                 校長簽署                香港女教師協會                                       

*備註：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２７８７７３１２或郵寄至九龍旺角西洋菜南街 101 號金德行 4 樓。 

 

歡迎 

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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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 

服務 

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在

服務超過 30 間學校，希望同工透過不同工作坊、講座

或興趣班可提高專業知識，同時促進身心健康，相信透

過各專業人士的經驗及分享，同工們都能夠有所啓發，

更有效地支援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健康成長。如有查

詢，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7877311(楊小姐)。 

現可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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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講座/工作坊                                                 對象          講者 

□如何有效地與家長溝通講座                                           中、小學家長     高惠娟女士 

□如何在學校營造英語學習環境講座                                     中學教師         周蘿茜女士 

□創意學生與溝通新體驗                                               中、小學教師     彭震宇先生 

□學校安全與法律知識講座                                             中、小學教師     陳德恆先生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講座                                 中、小學教師     葉祖賢先生 

□腰頸背痛自我治療、膝及踝關節受傷、預防運動創傷、心肺功能運動訓練、 家長/教師        物理治療師 

網球肘及肩周炎治療、背垂側彎與扁平足治療等工作坊                    

□中醫養生、廿四氣節食療、聲帶疾病的中醫藥治療與護理等講座           家長/教師        註冊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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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痛治療與護理、 

八段錦:簡易養生保健操、天灸療法:哮喘與鼻敏感、常用保健及急救穴位應用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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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        註冊營養師 

□腸胃保健工作坊                                                     家長/教師        香薰治療師 

□護唇膏/香水制作工作坊                                              家長/教師        專業導師 

□自組興趣班                                                         家長/教師/學生   專業導師 

魔術班、扭扭氣球造型班、口琴班、拼貼藝術、爵士舞、瑜珈、排排舞、拉丁舞、中國扇舞、肚皮舞、土風舞、   

芭蕾舞、夏威夷舞、健康舞、印度舞、Hip Hop Dance、Funky Dance、Kick Boxing、刮痧班、化妝班。 

有關的費用，將以個別報價 

請將此表格並傳真至 27877312，所有預約成功之申請，一概以書面回覆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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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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扇舞 

下午 

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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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2:45 

 

化妝護膚 

美容班 

上午

10:00~1:0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K-Pop Dance 

下午 

5:00~6: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7:00~8:00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普拉堤 

伸展瑜珈班 

下午 6:15~7:15 

肚皮舞 

下午 1:00~2:00 

下午 2:00~3:00 

下午 3:00~4:00 

面部穴位 

刮痧班 
上午 

10:00~12:00 

Funky Dance 

下午 

7:00~8:00 

Funky Dance 
下午 

6:00~7:00 

現代排排舞 

下午 

8:00~9:00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7:25~8:25 

Funky Dance 

下午 4:15~5:15 

K-Pop Dance 

下午 5:15~6:15 

 

口琴班 

上午 

11:00~12:00 

 

Funky Dance 

下午 

8:00~9:00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印度舞 

下午 

9:15~10:15 

印度舞 

下午 

8:45~9:45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肚皮舞 

下午 

6:30~7:45 

保健及按摩

工作坊 

下午 2:00~4:00 

 

Funky Dance 

下午 

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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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班名額：8~10 名 

費用：$240/4 堂(1 小時)     報名/查詢：27877311(楊小姐) 

� 詳情及開課日期可瀏覽本會網站(www.hkwto.org.hk)或請致電本會(電話：27877311) 查詢及留位。 

� 會址興趣班活動款項一旦繳交，恕不退還或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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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便可以盡情享受與好姊妹、好同事等學習的樂趣！這個服務可以令你們嘗試不同的興

趣及彈性善用餘暇。只要是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配合！ 

費用：$240/4 堂(1 小時)   報名/查詢：27877311(楊小姐) 

 肚皮舞(絲巾) 

 肚皮舞(翅膀) 

 肚皮舞 (柺杖) 

 

 Funky Dance 

 扇舞 

 瑜珈 

 爵士舞 

 功夫扇舞  中國舞(搖鼓)  現代排排舞 

 中國舞(絲巾) 

 DIY 護膚品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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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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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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七個工作天內寄回會費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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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執行委員會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會員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會費 : □ 已繳交銀行名稱及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歡迎 

自行影印 



 

 

 

 

 

 

 

 

 

 

 

 

 

 

 

 

 

 

 

 

 

 

 

 

 

 

 

 

 

 

 

 

 

 

 

 

 

 

 

 

 

 

 

 

 

香港女教師協會 

~2013 年工作回顧~ 
1 月 5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韓流舞蹈班 

1月 5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瑜伽班 

1月 19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學校安全與法律知識講座 

2月 2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如何籌備一個夢想的婚禮工作坊 

3月 23 日 2013 年教育會議主講「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講座 

3月 29 日 小學生對家庭角色的看法新聞發佈會 

3月 31 日至 4月 4日 舉辦海南島專業發展交流團 

4月 13 日 參觀維珍妮國際有限公司 

5月 4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韓流舞蹈班 

5月 4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普拉堤伸展班 

5月 19 日 協辦「愛•媽媽」「愛•女孩」培您成長大行動 

5月 20 日 周蘿茜主席獲委任為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 

5月 31 日 周蘿茜主席及張民炳顧問出席杜葉錫恩博士百子薈賀壽 

6月 1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妙韻吹送口琴班 

6月 12 日 教師對住屋問題意見調查新聞發佈會 

6月 23 日 中、小學教師的暑期生活及要求設立教師合理工時問卷調查新聞發佈會 

7月 13 日 參觀無線電視新聞部 

7月 18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氣球造形扭扭班 

7月 18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奇幻魔術班 

7月 18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鉤針編織基礎班 

7月 18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減壓 Funky Dance 班 

7 月 18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瑜伽班 

7月 25 日 舉辦夏威夷舞工作坊 

8月 16 日 周蘿茜主席參加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主辦的專家培訓工作坊 

8月至 10 月 周蘿茜主席隨「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訪問各教師培訓院校及與各持分者

團體會晤 

9月 3日 參與香港電台制作長者生活小百科節目啟播 

9月 20 日至 22 日 張民炳顧問及李瑞美副主席到郁南縣交流並作專題講座及英語教師培訓 

10 月 7日至 9日 周蘿茜主席接待新加坡訪問團(東南亞語文中心)，並作專題講座。 

10 月 25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瑜伽班 

10 月 25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韓流舞蹈班 

10 月 25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中國功夫扇舞班 

10 月 31 至 11月 3日 周蘿茜主席獲邀參加「香港卓越教師廈門交流團」 

11 月 2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奇幻魔術班 

11 月 3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氣球造形扭扭班 

11 月 29 日 周蘿茜主席為廣東惠州的四十名的英語老師作專題講座 

12 月 1日 成功申請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 

12 月 6日 張民炳顧問獲邀參與新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