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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17 學年是我當老師的第五十一年！我非常感恩半世紀

後的今天，我仍然熱愛我的工作。雖然我現在擔任的職責有點

不同，較集中在英語教師培訓及學校行政方面；但我依舊在午間，為一小班高中學生舉

辦讀寫工作坊。我仍在青春的校園內貢獻我所長。 

  

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便在修院學校就讀，視教授中、英文的修女為偶像。中文科的謝修女，人如

其字，清秀脱濁。她朗讀古詩十九首時，輕易地把我們帶進詩中的境界。  

  

就是這幾位良師影響我自少便立志「當老師」，雖然過程不平坦，但我從未放

棄！在 19 歲那年，身為家中八名子女的大姐，為了幫補家計，放棄預科

課程，踏出中六課室，脱下校服，以准用教員身份任教小學。 一年後

轉教中學。這就開始了我教學、進修增值及照顧家庭三線同行的奮進曰

子。早期我主教英文， 兼教歷史；後期則只教英文。 
  

我在 1975 年取得檢定教員的認可資格； 1982 至

1990，在香港大學修讀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及教

育碩士；其間並未放棄我心愛的教學工作。雖然

我有英語教學的資格，但由於我的學位均與英語

教學無關，所以於 2001 年報考了首屆教師語文能

力評核試(英文)。  
  

數十年的教學並没有令我麻木，今天的我仍然興

奮地設計工作紙，驕傲地與同事分享學生的進

步。我自覺幸運，少時的夢想成真 —當老師！屈

指數數，在我人生路上留下足印的有何止只弟子

三千！ 

主席 
的話 

周蘿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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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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及舒緩壓力，也是最簡

單、最經濟而又能夠達到

輕鬆減壓的運動。 

  

因此，10 月 7 日，我們再次邀請胡桂芳女士為同

工舉辦愛笑瑜伽工作坊，與同工們練習大笑瑜伽，

這樣可以令情緒更為穩定及擁有更多的正能量，有

助減壓。這次活動透過互相分享和鼓勵，笑走心中的煩惱，笑出健康快樂的人生。 

愛笑瑜伽工作坊 

10 月 13 日及 10 月 20 日，本會再次邀請註冊中醫何翠歡

醫師與同工舉辦中醫保健講座。出席人數踴躍，講座當

中，何醫師教導如何利用穴

位施壓自行保健。 

 

而在「聲帶疾病的治療與護

理」講座，何醫師講解聲帶

常見的疾病，介紹中醫藥、

針灸等治療方法，以及日常

聲帶護理的方法。 

「常用保健及急救穴位應用」及「聲帶疾病的治療與護理」講座 

於 10 月 6 日，本會十分榮幸邀請香港

註冊脊醫王漢榮先生為同工舉辦一系列

有關脊骨痛症問題講座。本會希望同工

們透過參與護脊講座，學習有關護脊的

知識。 

保健護理系列─脊骨之痛症問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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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經絡拉筋法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期間，本會邀請牟順藩先生為同工舉辦

「五行經絡拉筋法」班。「經絡拉筋法」是綜合五行瑜伽、氣功及

少林拉筋演繹而成的一套強身健體方法；動作簡單易學，適合追求

健康人士參加。透過對經絡作出適度舒展拉筋刺激，加強血液循環

及新陳代謝，促進氣血運行，舒筋活絡之餘，亦可提升身體素質，緩解痛患。 

10 月 28 日，本會主席周蘿茜獲香港教育研究發展中心邀請為

深圳市龍崗區中學英語教師作專題培訓，主題是「香港英語教

學的特色」。當日出席的有 40 名中學英語教師。 
 

主席以英語介紹香港教育的基本

概況、英語在香港的重要性、英

語教學的課程架構、特色和公開

試的內容，同時比較不同學校在

推動英語教學的校本措施。 

為龍崗區英語教師主講「香港英語教學的特色」講座  

教育施政論壇 

教育對下一代和整個社會影響深遠，教育規劃更不容忽視。我

們十分關心教育政策的未來發展。因此，本會與十多個教育團

體合辦「教育施政論壇」，邀請嘉賓直接對話及討論教育議

題。於 10 月 28 日，邀請了前財政司司長、「教育 2.1」小組發

起人梁錦松先生及香港大學榮譽院士、《灼見名家》雜誌社長

文灼非先生就教育議題與出席的教育同工分享各思各解。  

「聚數人，創一隅天地，泡一壼茶中養生極品— 陳化多年的古

樹生普洱」 。備茶、水、器，激發三者間之互動；控茶量、水

溫 、時間，泡出茶之真韻味。從古代中國平民百姓的「開門七

件事」，到現代香港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禮儀，當中總離

不開茶。10 月 29 日的工作坊中，吳宏基校長與大家分享品茶

的點點滴滴，從中體會茶與個人禮儀、修養、身心靈放鬆、人際關係及審美能力等。 

 體驗茶坊之怎樣品一杯好茶 

常見足患及護理方法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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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教師需要長期站立，容易引致腳痛、腰背痛

及疲累等問題，令工作效率受到影響。於 11 月 3 日，本會邀

請羅曉暉足脊矯形師為同工講解如何做好預防措施，避免痛

症，認識常見腳患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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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之行 周蘿茜 

這個暑假與民炳旅行，本來的計劃是往古巴及墨西哥；但可惜該團未能成行，只得轉往次選 

- 俄羅斯的莫斯科及聖彼德堡。行情共九天，但其實第八天的下午已踏上輾轉的歸途。 
 

這裏不詳述所見的金碧輝煌、鬼斧神功的教堂和宮殿等，而是與讀者們分享旅途中的一些感

想。 
 

莫斯科和聖彼德堡兩個城市的導遊是兩位年青的當地女士。她們以流利的

普通話，熱誠地向我們介紹她們的家鄉城市。由於俄羅斯的旅遊旺季只有

六個月，到了冬天她們便在大學教授普通話。聖彼德堡導遊 Zhenya 更是

在大學修讀中國文學碩士學位，専注研究清朝詞人王國維的作品。 
 

眼望着兩位金髮碧眼的女士，耳聽着她們字字鏗鏘的京片子，心裏很有感

觸。首先是慚愧自己的普通話不濟事； Zhenya 也質疑為何我不能用自己

的語言與她溝通，而要用英語。其次是很感慨香港的現況。正當全世界包

括英、美、俄、歐都在靠攏我們的祖國時，香港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份

子卻有聲音在叫囂獨立、辱駡自己的國家！ 
 

我雖不是在香港出生，但自 1949 年父母把襁褓的我從上海帶到香港，香港便是我的家！六十

多年來，我見證了香港多次的興衰。一家十口也經歷過靠教堂救濟品及親友接濟十元八塊的

日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艱苦；全無任何扶貧措施。當我的經濟環境改善後；有餘

錢去旅行了，卻因我非出生於香港，持有的旅遊證件的是香港政府所簽發的身份證明書。這

證件未被各國認可。所以到任何國家旅遊，都需要逐一向到訪的國家申請入境證。如今，一

紙特區護照已能走遍天下！國家的富强為我們帯來光榮；當然往國外走的我們也得自重守

禮，不要以暴發户的嘴臉示人！ 
 

蘇聯當年的國力及太空發展，威嚇美

國；但解體後，經濟停滯不前。即使

畧有起色的旅遊業也是幾乎獨靠聯羣

結隊的中國人。 
 

匆匆幾天，雖然只參觀了兩個城市的

幾個著名景點和聆聽了一些簡單的解

説，但每到一個景點，我腦海便泛起

了熟悉的俄國及蘇聯歷史，感覺那一刻的情景。此行仍是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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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漸長，身邊的朋友、同事都逐一結婚生育。閒時與朋友聚會，大家都開始談論有關產

假、照顧初生嬰孩的事項，也分享自己公司對懷孕員工的福利及態度。聽得多了，對相關

的知識漸漸增加，發現不同的工作場所給予懷孕員工的福利、不同的上司對懷孕員工的態

度都有很大的落差。 

  

以前，「懷孕」，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從沒想過自己懷孕時的情況會怎樣，或在懷

孕期間要考慮甚麼問題，或會得到甚麼待遇？但自我結婚後，懷孕是我開始考慮的一件大

事。眼觀朋友的經驗，發現現時香港的法定分娩假期並不足夠保障一位準媽媽的身心健

康。準媽媽在生產前後都需要有很多的準備，但現今是十星期的假期。我們試想想，「前

四」的假期作準備是否一定合適呢？「後六」的假期作休息又是否足夠呢？ 

  

雖然我還未經歷過懷孕，但是從朋友的經驗中可見，生產後的休息比生產前的準備更為重

要。因為生產後，若未能得到適當的休息，對媽媽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損害。「產後抑

鬱」很常發生，很多媽媽都曾經歷過。產後的媽媽，除必須得到家人及朋友的關懷，充分

的休息更是重要。試想想，並不是每一位媽媽都能夠有親友或傭工幫忙照顧嬰孩，很多媽

媽還不是要自己獨自承擔！如我要生育，我便是這一群媽媽了。 

  

因此，產後的休息及照顧嬰孩的時間，就是我首要考慮的事情。試問短短的六星期，剛生

產的媽媽除了要學習照顧寶寶之餘，還要為自己爭取時間休息。俗語說「坐月要坐好」，

否則，身體會比產前差，所以很多準媽媽都會選「前二後八」、「前一後九」的產假安

排，好讓自己能有較多的時間作產後護理及學習照顧嬰孩。有些並非教師的朋友們，也會

儲起自己的假期，留待產後放，這樣會有更長的休息時間，調理自己的身體。 

  

可惜，作為教師，我們並沒有假期可以儲起，連著產假

一起放，使得有更多的時間調整自己的身心健康。此

外，如選擇母乳餵哺，上班後，一連串的課堂，馬不停

蹄，要抽時間準備母乳給寶寶也有一定的困難，難道就

這樣我們便要放棄餵哺母乳？因此，政府應審視女教師

產後應得到的待遇。誰不想有更多的時間照顧自己的子

女？我建議可申請停薪留職作為過渡期，以配合初為媽

媽的需要，使我們像其他雙職媽媽一樣，在應付日常繁

重的工作之餘，也能照顧到自己的初生子女。 

教師對懷孕的感想 陳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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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bit chilly this morning. I was in a queue waiting for the green bus going down to 

the MTR station. Right behind me were a mother and her daughter who looked like a     

primary 4 student. The girl was in her summer school uniform of a white shirt and shorts.  

 

As we were waiting, draughts kept blowing bringing shivers to us all. The mother           

immediately took off her thin blouse exposing her shoulders to cover the daughter. I was so 

touched though this might be the response of most if not all mothers. 

 

In the morning, the school neighbourhood abounds with love. There is a primary school 

just opposite to the MTR station where I get off. Every morning after the children have 

walked inside and the gates are closed, parents would still linger peeping through the small 

holes of the intertwined chain-linked fences until their children disappear beyond eyes can 

reach. 

 

Mothers and these days fathers as well are so tender and prompt in rendering  themselves to 

their children in dire contrast to parents of our times. This does not mean they love us less. 

The difference is in the lack of those small deeds and minute acts of demonstration. They 

are much more subtle. 

 

As much as parents love their children      

selflessly, they have to “educate” themselves 

into not just giving but also considering if 

that love is really felt or detested. Too much 

nagging is hated. Hovering round all day is 

loathed. And as children grow, parents have 

to practise detachment. The one ultimate 

principle they have to internalize is not to   

expect their children to reciprocate.  

 

Parenthood is a blessing already! So don’t              

          expect dividend! 

Mothers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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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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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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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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伽班 
下午 2:1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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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排排舞 

下午 7:00~8:00 

下午 8:00~9:00 

Funky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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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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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歡迎您們自組興趣班。 

腰背及下肢痛症的預防方法講座   

講座將會為同工講解如何

處理腰頸勞損及運動創傷，
同時簡介治療方法及區分

診斷方法及如何治療病患

及自我療法。  

日期： 12 月 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15  

費用：全免 

脊骨知識之痛症問題：網球肘、高爾夫球肘之講座   

本講座專為教育工作者而設，內容介紹手部痛症的成因及病徵，並介紹這類痛症的高危人士，

更會講解其預防和治療的方法，介紹姿勢要點、日常生活及工作時要注

意的事項等多個健康資訊。  

日期： 12 月 1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牛春明太極拳工作坊 

本工作坊將由楊式太極拳牛春

明宗師之女兒牛筱靈社長與徒
弟們──林曉及呂少鋒教練講

解正宗太極拳拳架與心法及示
範《牛春明太極拳精選九式》，

此拳架可推廣為學生太極早操，
讓學童保持健康體魄，教師學會此拳架也有

助他們保持身心健康平衡。 

日期： 12 月 1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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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工作坊

(Decoupage Art) 

蝶古巴特拼貼為義大利 DECORAZIONE 裝
飾藝術空間設計，意思為將美麗圖型剪下，

拼貼在一些生活用品，家居擺設或可愛雅緻
飾物之上，特顯個人創意和藝術思想。工作

坊中導師將介紹蝶古巴特拼貼藝術、教授學
員拼貼步驟及基本技巧，然後制作屬於自己

的手提袋。 

日期： 2 月 1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30  

  費用： 140 元(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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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禮儀知多 D 

現今社會要求卓越能力的同時，亦講求良好

的形象及得體的社交禮儀。掌握社交禮儀的
基本知識和技巧，能有助改善自我形象，提

升自信。 

本講座將為同工介紹國際餐桌禮儀，內容包

括：餐桌禮儀由來，餐飲工具的認識與應
用，如何掌握中西餐桌禮儀的基本知識和技

巧，不同食物的配搭及進

食方法，用餐時的禁忌，
如何以得體的餐桌禮儀表

現個人修養。 

日期：1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15  

 費用：全免 

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 

透過瑜伽伸展將平日肩、頸、腰

等積存的疲勞透過溫和方式在寧
靜環境中與壓力同時消除。強化

深層肌肉及體態。  

日期： 1 月 7 日至 3 月 4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00 

費用： 270 元/6 堂 

萬壽馬蹄步步糕工作坊 

傳統年糕以椰汁味為主，味道甜膩，容易食

滯。有見及此，不如今年嘗試新派的年糕，
味道更千變萬化，以健康開胃作招徠。這款

萬壽馬蹄步步糕，是馬蹄糕的變奏，別有風
味。導師將提供食材及工具，在課堂中與學

員一同製作，學員完成作品後可一同品嚐，
然後更可帶回家與家人朋

友分享。  

日期：1月12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9:30 

費用 189 元(包材料) 
動手沖一杯拉花咖啡工作坊 

工作坊中，導師將會教授咖啡拉花的一般知

識，學員可明白到特濃咖啡和牛奶質地對於
拉花的重要性。學員可親身嘗試拉花，試一

試拉花最重要的「倒」和「拉」的技巧，創

作屬於個人的拉花咖啡。 

日期： 1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9:30  

費用： 180 元(包材料) 

Zumba Fitness 
Zumba 是來自南美的舞蹈，
其拉丁舞的風格，配以不同

歌曲的風格，再配合舞步編
排，讓學員依照音樂的節

奏、根據自己的長處和特點，跳出自己喜歡

的動作，動作簡單易學。 

日期： 2 月 17 日至 3月 24 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 270 元/6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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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講座/工作坊 講者 

□戀上教學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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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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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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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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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腰背及下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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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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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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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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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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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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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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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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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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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