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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女教協」）於三月十九日

(星期六)在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了十

周年會慶典禮暨專業發展講座。 

 

講座於

下午二

時舉

行。講

者為資

深傳媒

人張笑容女士。此次講題是「如何成為學生的人生教

練」。近二百名與會者早已把禮堂擠得滿滿的。會方更邀

請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助理李家文教授為講座主持。 

 

張笑容的講座內容附以時事及生活例子，貼題而生

動，發人心省。她指出自殺者有三項特徵：無力、無

助、無望;所以必須增強他們的效能感、樂觀感和歸

屬感。她也引用 Howard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理論，

鼓勵學校多為學生製造成功機會， 發掘他們的潛

能；多安排ㄧ些没有競爭、没有排名的活動。總的來

說，就是營造正向校園文化。 

 

 

接着下來便是十周年會慶典禮。主禮嘉賓包括教

育局吳克儉局長、中聯辦教育科技部李魯部長、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盧寧副部長。首先是主席周蘿

茜女士作歡迎辭及會務報告。周主席感謝吳克儉

局長、李魯部長及盧寧副部長百忙當中抽空蒞臨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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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周主席便介紹女教協在 2006 年 3 月 12 日成立的經過及創會宗

旨為關顧佔教師行列七成三的女教師的專業及身心健康需要和監察

香港教育發展；接着便簡報了「女教協」在各方面的發展包括教育

議題調硏、約見教育局及考試評核局主要官員、專業交流團、工作

坊及講座。她也列舉了「女教協」在到校服務、香港教師中心及會

址舉辦活動的情況。十年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次達兩萬。 

 

在致辭的最後，主

席藉着這次的慶

典，向多位人士致

謝。他們包括：福

建中學及福建中學

附屬學校的校監黃周娟娟女士、前校長林建

華博士、前校長高惠娟女士及两校的全體教

職工給予香港女教師協會及她本人的支持; 

他們協助「女教協」起步、發展和成長。她

亦多謝教育局及考試評核局給予「女教協」

不少寶貴的溝通機會，耐心聆聽會方就前線

教學工作所提出的專業意見。周主席也感謝中聯辦教科部和九龍工作部十年來協助會方舉辧

多次到國內交流的活動。當然周主席對專程從上海到來恭賀「女教協」的董翠娣女士表達衷

心的謝意。 

 

周主席總結時說十年來，「女教協」的各項活動在眾

多的校長及教師們大力支持下，皆能順利推行。在未

來的日子，「女教協」會努力尋求突破，舉辦新的活

動以提升教師們的專業水平及身心健康，並理性和持

平地反映中、小、幼教育各持份者的心聲。「女教

協」熱切盼望能繼續得到同工們的信任和認同，秉承

創會以來不卑不亢的態度，為全港教師及莘莘學子的

福祉和香港的教育發光發熱。 

 

接着，教育局吳克儉局長致辭。他認同女教師及

女校長的身心健康至為重要，因為她們佔這個專

業的七成三；而「女教協」能在這方面給予她們

支持。他感謝會方認真而投入地服務教育界，並

恭賀「女教協」十年来的成就。結語時， 吳局長

慨嘆有少部份香港人妄自菲薄，説香港的教育不

濟；但其實香港學生在國際評核試的成績斐然，

有目共睹；而各校校長及教師更勤奮工作。吳局

長此番說話獲得全場鼓掌回應。 

2 



典禮的下ㄧ個項目是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李魯部

長頒發 2016 - 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的選任證

書，由主席周蘿茜女士、副主席曾玉萍女士及陳

淑梅女士代表接受。 

 

 

 

李部長繼續頒發委任證書給顧問，由丘芳濠教育

統籌主任、馮禮遜校監，游美斯校長代表接受。 

 

在過去十年，不少的機構、學校及教育界人士給

予香港女教師協會指導和協助，會方藉着是次的

慶典，邀請主禮嘉賓向他們致送紀念品，以表示

感激。包括：廣播處前副處長戴健文先生、中聯辦教育科技

部前副部長董翠娣女士、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四校校監黃

周娟娟女士、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李日誠牧師、教育局前

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香港教師夢想基金主席蔡若蓮校

長、聖公會聖本德中學羅發強校長、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郭文坤校長、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李偉柏校長、惠僑英文

中學鄭智賢校長、鄧志成校長、香港科技大學語文教育中

心 Mr.Mark Hopkins、專業發展講座講者張笑容女士及客席

主持李家文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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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在切蛋糕和大合照以及ㄧ片掌聲中結束。嘉賓們都留下來交談、拍照和在園林景色下茶

聚。香港女教師協會十周年會慶暨專講座在下午五時圓滿結束。 

應邀主講「家長如何協助年幼子女學習英語」講座 

3 月 5 日，本會主席周蘿茜

女士獲港九街坊婦女會孫

方中小學邀請，為家長主

講「如何協助年幼子女學

習英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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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師的身份與家長們輕鬆分享，家長們亦熱烈互動。 

3 月 20 日，李瑞美及曾玉萍兩位副主席代表香港女教師協會

出席由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舉辦的 「2016 香港各界婦女

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晚宴。 

 

晚宴由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與會

者都是婦女組織的負責人。林司長在演講中，慨嘆男女平等

一事談何容易。她引用政府問責團隊為例，説在三司十二局

之中就只得她一位女性！ 

 

事實上，職業女性除了要兼顧工作外，還要照顧家庭、孩

子、甚或父母。但辛勤之餘，她們的努力又未必獲得認同；

所承受的壓力及挫敗感可真不少！香港女教師協會就是為了積極支援身兼多職的女教師而

設；務求讓大家在演繹不同角色的同時也能保留個人的本色！ 

應邀出席「2016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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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本會邀請蒲公

英學會的吳世用先生為

教育同工舉辦「觀舌知

健康」講座。當日出席

人數約 60 多人，吳先生

講解觀舌是望診的重要

組成内容，同時提供互動實踐，讓學員易於掌

握觀舌的原理和應用方法。  

3 月 12 日，本會

邀請資深教育工

作者鄭迪思校長

於香港教師中心

主辦的教師專業

交流月(2016)

「課程發展與教

學實踐」教育會議，舉行「價值教育的實踐」

講座，分享學校如何有效運行於課程架構的三

大元素—持續完善學校校本辦學的特色，讓教

育回歸孩子，面向世界，與時並進，育人有

道。並以南元朗官立學校作實際例子說明，出

席者均十分投入及躍踴發言。  

4 月 14 日，本會再次邀請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

輔導學系助理教授郭勤博

士為同工舉辦性教育講座

系列之「自閉症學生的性

教育」講座。講座透過對談、反思、影片、體

驗式遊戲及個案討論，以加深教師對自閉症學

生性教育的認知。 

4 月 21 日，本

會邀請晉樂安

先生為同工舉

辦「識揀識飲

葡萄酒」工作

坊。現時無論三五知己相聚，或是獨自享受也

好，飲用葡萄酒已是越來越普及的嗜好。然而

在市面上，葡萄酒的種類繁多，當中確實蘊藏

不少的學問。而晉先生於工作坊中教導學員專

業的葡萄酒知識及學會如何選購、品嚐美酒，

藉此提升個人的品味和素養。 

4 月 22 日，本

會邀請資深飲

食營養顧問李

錦輝先生為同

工舉辦「薑得益彰」工作坊，和同工分享與我

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廚房裡不可或缺的大

師—薑的妙用。在工作坊中同工們均表示對薑

的認識和製作佳餚美饌技巧有了深入的了解，

能夠以不同配搭把薑的功用盡情發揮。 

於 4 月及 5 月期間亦與香港教師

中心合辦趣味西班牙語、葫蘆絲

初班流行健體舞 Funky Dance 及

伸展鍛鍊普拉堤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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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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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本會邀

請資深教育工作者譚

兆明先生於香港教師

中心主辦的教師專業

交流月(2016)「課程

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舉行「What 

Makes an English Teacher Tick: Reflections 
from over 40 Years’ Experience and Observa-

tions」，分享他作資深英語教師對教學的經

驗及心得。當日出席人數踴躍，同工於講座

當中獲益良多。  



青山永在 
近期接二連三的學童自殺案，令人心痛非常! 學者、

社工、教育心理學家都在分析箇中原因，以謀求良

策，阻止惨劇再發生。 

 

有感於此，我現將一篇寫於 2014 年 1 月 19 日的 

Green Mountain 修改成以下這篇文章。 

 

人生好像乘搭摩天輪，有起也一定有落。在漫長的人

生中，誰都可能曾經被遺棄、被背叛或遇上挫敗；而

這些打擊一定會在我們心靈上留下不同程度的傷害。有些人生存下來，因為他們能夠熬過這

些低落；但也有人呆在困境中，停滯不前。他們沉淪至絕望的深淵，不停地用鑽子錐心，直

到淌血，直到心灰意冷，踏上自毀的不歸路!  

 

這絕望的人怎樣才能由深淵中爬出來呢？其實只要是在徘徊於作出尋死决定的那一刻，及時

有一雙援手、給予溫暖；或者一句至理名言，當頭棒喝；或者一隻聆聽的耳朵，任他傾訴；

或者是可倚偎的肩膀，給予安慰；那軟弱的人便能跨過難關，從谷底爬出來，重新振作! 

 

當然，這也得看那受創的人會否願意呼救、願意被救！又或他身邊的人是否有留意他的傷痛! 

有些人逞强，獨自忍受苦楚也不願求助！慘劇發生了，朋友、家人才知道他是生無可戀! 

 

俗語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二十多年前，就是這句話喚醒了我。當時我在黑暗

的谷底，重複地自怨自艾，感覺自己已經萎縮成極細的灰塵，軟弱到不能夠面對未知的將

來，又或者到底還有沒有將來！就是媽媽的眷顧、聆聽和「留得青山在」這句説話令我重新

站起來！ 

 

   現在回望過去，感覺在看別人的故事。那傷痛早已撫平。我活得比以前更精彩！  

周蘿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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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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一行業，很多人都想加入，相信

你也是同一份子吧！但有否想過，這專業要

背負甚麼? 

 

曾經有位梁老師，擔任幼稚園老師一職數

年，她決意修讀教育碩士學位課程。在新學

年的開始，同時也是她上課的第一天，下課後發現讀碩士學位真的不容易，隨即想到自

己這一年任教的班級有兩位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他們會到處跑跳，看漏一眼也怕有意外

發生，自己也是第一年教導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再加上要教英文、聖 經，以及林林

總總的文件工作，立刻產生無限的壓力，十分害怕自己能力不逮，不能同時應付讀書及

工作。她在兩者間，選擇了辭職，專心讀書。如果你是她，你會怎樣做? 

 

這個中途離職的行為在職場隨處可見，走亦走得容易。可是作為「老師」並不是一份職

業這麼簡單，我們更要對學校、學生、家長負責。在學期途中，而且是剛開學之時，辭

職是多麼不負責任的行為！老師的責任是多麼的重，每個決定都會牽連著某些人。最

後，梁老師經校方一番游說及分析後，發現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去協助她面對工作及讀

書的壓力。梁老師繼續留在教育界。 

 

曾經有位黃老師，任職小學教師，丈夫已是全職照顧家庭，只有她一人外出工作。同樣

地，工作繁重，每天都帶學校的工作回家做。學校是她工作的地方，回到家中也是她工

作的地方，為了工作，她犧牲了與家人共聚的時間。最後，丈夫看不過眼，經常責備

她，以致經常有不愉快的經歷。如果是你，你又如何抉擇呢？ 

 

很多時候，老師都是身不由己，不時要作出不同的決定，所以情緒，壓力都需要關注。

在工作方面，學校的管理層亦責無旁貸，必須經常檢視老師的工作量，分工平均，讓老

師能夠在工作，家庭，學業上取得平衡。老師也要關注自己的情緒管理，要使自己心身

愉快。有這樣的老師才能有心理質素好的學生。 

 

在此，祝福各位老師能夠取得平衡，能夠在家庭和工作的崗位上都身心愉快！ 

 

陳淑梅  老師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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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Babble 
   Dea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 am truly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Let’s Babble is ready for 
you. This is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Babble series. The first 
one Babbling with only my articles was very warmly            
welcomed. Over 3,000 copies have been given out.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s for the new edition, Let’s Babble, my blog entries are there 
but also included are other teachers’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three of my earlier essays on teaching and school management.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fetch copies for y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The whole point of publishing the Babble series is for 

sharing. Simply complete the attached form and we will have the copies ready for you to 
collect. For each school, we can give away up to a hundred copies. 

 

We will continue publishing the Babble series and so your views are most important in    
helping us to dec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me your 
views and thoughts or better still start sending in your contributions for the next edition. 

 

     Pauli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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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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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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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特色理療及自我保健講座 

「特色理療及自我保健」講座將介紹各種理療的原理和作用並有操作示範。其他的自我保健
和防病方法，如肢體運動、手勢回照等均在 講座內一并介紹。 

日期：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導師：吳世用 先生  費用：全免 

 

 

活動(二)：健腦操工作坊  

透過「健腦操工作坊」講解如何將健腦操融入課堂及教學過程中，使學生無論在吸收、理
解、思考及表達等學習過程中，都能有效發揮個人潛能。與此同時亦可豐富同工的教學寶
箱，增加資源，更全面地協助學生改善學習情況。 

日期： 6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導師：何明生 先生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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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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的活動 

到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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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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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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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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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