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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教育會議 

本會邀請譚兆明先生(Simon Tham)於 3月 14 日在香港教師中心的 2015 年教育會

議，合共舉辦二項有關朗誦及話劇的英語工作坊，當日兩個工作坊合共有 132 名同

工出席，反應熱烈，出席者均認為獲益良多。因此本會將於 6月 19 日再次邀請譚

先生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同類工作坊。 

出席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酒會 

3 月 27 日，本會主席周蘿茜女士及副主席曾玉萍女士應邀出席由香

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舉辦的「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酒

會」，與 600 名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場面熱鬧。 

與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會晤 

4 月 15 日，本會張民炳顧問及周蘿茜主席代表香港教育政策關

注社及香港女教師協會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副局長楊潤雄、

政治助理施俊輝及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會晤。會面中，就當前

教育問題向教育局作出不同的建議。 

應邀出席廣東道官立小學成立 50 週年典禮  

4 月 17 日，周蘿茜主席及曾玉萍副主席獲曹小燕校長邀請出席廣東道

官立小學成立 50 週年典禮，觀賞學生們的精彩表演。 

應邀主講「香港英語教學的特色」講座 

5 月 21 日，周蘿茜主席應邀為龍崗區小學的 40 位英語教師主

講「香港英語教學的特色」講座。主席介紹香港教育的基本概

況、英語教學的課程架構、特色和公開試的內容。主席更分享

了不同學校的校本英語課程。 

應邀出席廣東道官立小學成立 50 週年典禮  
應邀主講「家長如何協助年幼子女學習英語」講座 

5 月 30 日，周蘿茜主席獲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社會服務中心邀請為家長

主講「如何協助年幼子女學習英語」講座。主席與出席的家長們輕鬆分

享，家長們亦熱烈互動，覺得甚有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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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校長討論會 

香港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推行至今，已經歷了四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然而這個科目在學校推

行的情況、教師工作量、課程設計及評核機制等方面，卻未獲全面檢討。再者，科目推行多年，

是否符合原先設立課程的目標，亦較少研究。這些課題，官方和民間的探討似乎欠缺全面性和深

度。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就此議題作多角度的研究，搜集不同持份羣組的意

見。資料統計後，將作出深入和客觀的總結，並直接向教育局局長呈交研究結果，要求改善通識

教育科的推行和發展。 

 

兩會除了透過問卷搜集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意見外，更希望直接聽取校長們對這個科目的專業意

見。因此，我們於 5 月 20 日晚上舉辦通識教育科校長討論會。當晚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告訊

號，但仍有四十多名校長及老師出席，他們就通識教育科在學校推行的情況特別是資源運用、人

手調配等方面，熱烈發言。 

 

與此同時，當晚我們藉着討論會活動，邀請教育局原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女士為香港教育政策關注

社副主席黃燕明校長(聖公會仁立小學) 及香港女教師協會顧問高惠娟校長(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致送紀念品，祝賀她們榮休之喜，衷心感謝她們多年來協助完成不同的調研計劃。 

通識教育科師生聚焦小組討論會  

5 月 23 日，香港女教師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亦舉辦了通識教育科師生聚焦小組討論會，邀

請來自不同學校的師生就著通識科重點議題，例如：教師工作量、課程設計及評核機制等，作多

角度討論。師生們討論了很多推行上的挑戰：包括課程內容的統整、平衡與質量的處理、教師再

培訓的需要與承受能力、教師的信念、態度與教學法的更新、學科評估方法等。與會者認為需繼

續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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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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6 日 
中西安眠有辦法 

3 月 20 日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An evaluation of 
existing resources in Hong Kong 

4 月 16 日 
妙釀梅酒 

4 月 16 日 
趣味普通話 

4 月 17 日 
趣味西班牙語班 

4 月 18 日 
伸展鍛煉 Pilates 

4 月 18 日 
Zumba Fitness 

4 月 24 日_性教育講座系列一 5 月 15 日_性教育講座系列二 4 月 23 日_泡製冬菇茶 

4 月 17 日 
葫蘆絲初班 

即將舉辦的活動 

How to Recite Poetry  

 In this workshop, we  try to look at the 
ways that poetry could be recited using   
poems that were presented in previous 
Schools Speech Festivals . 

日期 6 月 19 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全免               講者 譚兆明 先生 

聲帶疾病的治療與護理  

 本講座將會解說聲帶常見的疾
病 介紹中醫藥、針灸等治療方
法 以及日常聲帶護理的方法。 

日期 6 月 18 日 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全免             講者 何翠歡 女士            

防治三高   

 本講座將會介紹三高的成因、
中醫藥及穴位按摩的防治及其
他護理的方法。 

日期 6 月 25 日 星期四    

時 間 下午 6:30 至 8:30  

費用 全免            講者 何翠歡 女士  

趣味手語班 

 課程透過不同形式進行練習 學員
之間互相討論、觀察和進行遊戲
學習手語之趣味。 

日期 7 月 21 日、23 日、 

                  28 日、30 日 逢星期二、四  

時 間 上午 10:30 至 12:30  

費用 212 元/4 堂     導師 卓凌彩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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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教師研習課程之「如何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講座 

 古語云 親其師 信其道。可見師生之間良好互信的關
係是一切學校敎育工作的基礎和關鍵。 

  

本會邀請葉祖賢先生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 2015 年新教師
研習課程之「如何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講座。葉先生是
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對教育的認識甚廣 在講座當中將以
工作實例介紹如何在課堂內外緊扣學生學習利益去建構師
生互信關係 由此達成教育工作者的心中理想。  

          

日 期  8 月 12 日 星期三  時 間 上午 11:30 至 12:30      

 費用 全免                         講 者 葉祖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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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筋帶運動及伸展班 

只要學懂一套橡筋帶健體

操，便不受地域限制，隨時

隨地靈活關節，強化肌肉和

鍛鍊心肺功能橡筋帶有助訓

練強化肌肉力量，可達到健

體的效果，而且橡筋帶輕便

易用，方便攜帶。 

日期 2015 年 7 月 21 日、23 日、28 日、30
日 逢星期二、四  

 時 間 下午 2:00 至 3:30 

 費用 199 元/4 堂        導師 卓凌彩  女士 

韓流健體舞  

 韓流健體舞是一種全身
運動 透過不同的伸展
動作 可協調四肢的活
動、增加靈敏度和跳躍
力外、更可增強肌肉的
鍛煉和加強心肺功能。 

日期 2015 年 7 月 21 日、23 日、 

          28 日、30 日 逢星期二、四  

 時 間 下午 3:45 至 5:15 

 費用 159 元/4 堂     導師 鍾秀慧 女士 

手工果醬工作坊 

 每一季都有盛產的水果 當
它們大造的時候 可以買多
一些熬製成果醬哦 把這一
季的水果保留到下一季回
味 而且自己製作的果醬更
是無添加劑無防腐劑無各種

有害成份 不管大人吃還是寶寶吃 都是健康營
養的美味哦 大家學習一下如何製作果醬吧  

日期 201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 2:30 至 5:00  

 費用 150 元              講者 李錦輝 先生 

「蒜」你識食 

 黑蒜又名發酵黑蒜 是一種
新技術為了去除大蒜的臭味
而研發出來 這種蒜是把新
鮮生蒜帶皮發酵后制成的。
因其自然發酵而成 沒有化
學添加劑 所以保留了大蒜
的原有成分,而且食用起來沒

有蒜臭 但營養價值很高。  

日期 2015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 10:30 至 1:00  

 費用 150 元        講者 李錦輝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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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Babble 
Babble with me! 

Dear teachers, 
It is that time of the year when you have to meet the last deadline of school work and then off you go to 
spend time with love ones whether here in Hong Kong or somewhere abroad.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Here I am wishing you all a blissful and restful summer wherever you will be. 
 
Please don't forget to drop a few lines to share with us your thoughts, views,  observations etc. Remember, 
we are collecting articles for our Let's Babble.  
 
We are extending our deadline to July 31. Once your article is included in the new publication, you will 
receive a token reward. Please download the submission form at <www.hkwto.org.hk>. 
 
Best wishes  
Pauline 
June 2015 

How would you remember a number like 8729? That is my car plate number. When I 
bought it in 2009, I had difficulty remembering it. Well, I must admit I am not good with 
numbers except for the years and dates in histo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e Qing dynasty 
was? This last imperial dynasty ruled from 1644 to 1912 or 1911 as some historians put it. 
How do I remember 1644? 16 together sounds like “all the way” and of course “4” sounds 
the same as “death” in Cantonese. So 1644 is “all the way to death!”  
 
 It was my mother who ingeniously thought of a way to remember 8729!  Multiply the first and last     
digits, you get 72! Six years ago, she was already 82! I wish I could be this clear-headed when I am her 
age! Readers of Babbling could all rightly assume that my mother is my idol and dearest friend. 

 
 Despite her advanced age, she wants to live! She is the patient all doctors 
would love to have as she follows doctor’s advice to the letter. She is most 
punctual in taking her medication. Walking cheerfully towards the dining table, 
she says in English to the helper “eat medicine now”. As she has been diabetic 
for close to three decades, she knows well what she should not eat. But all ladies 
in our family have a sweet tooth and so every now and then she would be  
tempted by the dessert we are enjoying, whether it is the crème brûlée, mousse 
or sweet dumpling. She would ask eagerly if it is sweet expecting us to give her 
the answer she prays for. Then she can have a bite! After her recent check-up at 
the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my mother was warned that her blood  potassium 
content is too high. She painstakingly memorizes the list of food with high     
potassium content and diligently instructs the helper not to have these items on 
the table. 
 
Seeing how the elderly try so hard to live longer, I can but sigh as I watch the 
young staying up late to play games, stuffing their mouths with charcoal-like 
chicken wings or puffing away their life! 

8729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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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了兩年的十五年免費教育研究報告終於面世。這兩年來，十五年免費教育成為幼兒教育界的滿

城熱話，每位幼兒教育界的同工都期待著政府這項新政策能夠成功落實。這份研究報告，有值得認

同的地方，同時也有失望的地方，遺憾的是失望比認同多，所以心裏不禁嘆一口氣。 

 

政府一直以來向各界人仕表明他們是十分重視幼兒教育，為何這次研究出來的結果尤如原地踏步，

只提出一個學券制度的改良版。相信很多幼兒教育的同工也有同感，心裏一鼓氣說不得。依整體報

告的內容來說，收獲最大的是一群家長，那學校呢？老師呢？ 

 

就報告主要事項的意見如下︰ 

租金津貼設上限 

現時有很多幼稚園的校舍均租用私人樓宇或商場，所以租金遠高於公共屋邨，而現時租金水平不斷

上升，基於公帑要用得其所，報告中提出應為每區合資格幼稚園的租金資助設上限，這是合理的。 

 

幼稚園的租金津貼不夠應付支出，學校可申請加學費，將成本轉嫁給家長。雖然如此，在巿場主導

下，家長是有權利選擇的，如他們真的需要全免費教育，他們大可為子女選擇一些有「全津貼」的

幼稚園就讀。要不然他們就交少許學費報讀一些他們認為值得的幼稚園，當中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

學位，雖然並未能獲得「全津貼」，但在學額供不應求下，家長仍會選擇的，更何況家長仍可向學

生資助辦事處申請學費減免，他們亦有機會獲得「全免費教育」。

試想想，如果全港的幼稚園都是免費的，家長必定為子女報讀「爭

崩頭」的有名幼稚園，在汰弱留強的制度下，那些已危在旦夕的幼

稚園很快便會被淘汰。雖然新政策仍是採用巿場主導，但現時的幼

稚園仍可努力爭取繼續經營。可是，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整體幼稚

園最終仍是會汰弱留強，業界仍要互相鬥爭。 

15 年免費教育感想 陳淑梅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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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薪酬 

報告中提及幼稚園員工薪酬幅度調整的建議，當中建議教師起薪點為$18,000，這無疑是保障新晉

教師的入職薪酬，會吸引更多人選擇入行當幼稚園教師。可惜這項措施卻未能保障資深教師，最

多只能說當她們轉職時，至少可獲得$18,000 的薪金，沒有其他了。基於這點，我們未見獲得政

府所指「重視幼稚園教育界同工」。此外，報告的有關建議是以 2014 年的物價水平來定立，並沒

有提及是否每年的薪酬幅度都會按物價水平而有所提升，這方面我們需要有更大的保障。 

 

我們要的不是薪酬幅度建議，我們要的是尊重及專業認同感。一直以來，政府對幼師的入職要求

越來越高，而各位同工則應政府的要求不斷進修，但建議中的薪酬幅度並未反映對教師的尊重。

報告並沒有設立薪級點，而是按老師的表現來增幅薪酬，這樣會產生老師之間的鬥爭，影響幼稚

園的專業團隊精神。此外，報告也沒有提及應如何增薪及增幅多少？政府的資助卻只為幅度內的

中位數，管理層很難去取得平衡，究竟要挽留資深老師還是單向錢看呢？這種資助模式亦會造成

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較現行的制度更惡劣，嚴重影響教師的士氣，這樣與教育理念嚴重背道而馳。 

 

再者，資深老師是教育界的資產，有經驗的老師可以推動學校的專業發展，所以教師的資歷絶對

需要獲得認同，不應只由巿場主導。可惜，我們在報告中找不到政府對幼稚園教師的認同，影響

所及，中、小、幼教師可能因此而分化。有見及此，如今當局提出了幼師的薪酬結構，既然已踏

出一小步，何不順勢設立薪級表，確認老師的資歷，以穩定教師團隊，使幼兒教育發展得更好。 

 

照顧多元學習需要 

報告亦提及非華語學童及有特殊需要的幼稚園學童，並指出政府會加強對他們的專業支援，改

善設施，及優化現行的制度及教師培訓等，讓他們有均等教育的機會，一起健康快樂地成長。

但報告只建議取錄了八名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可獲得相當於一位教師薪酬的資助而已，

其他具體的支援措施都欠奉，這點令業界感失望。 

 

整體而言，這份報告對幼兒教育確是具有長遠的目標，但內容卻欠缺仔細的區分及描述，和具

體而有效的建議及措施，對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的要求只是輕描淡寫交待，未能充分解決

現時的需求。對幼稚園老師的專重及承擔方面，當局

的態度亦不夠積極。報告仍是將幼兒教育界的福祉交

由巿場來定奪，未能悉力推展以「兒童為本、教育均

等、優質教育」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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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告訴朋友將會遠赴伊朗旅遊時，十之八九的反應是驚訝，接

著是關切的叮囑，叫我要小心人身安全，隨時留意政局轉變等。

也有朋友揶揄我問是否要去加入伊斯 蘭國做烈士！其實我是隨

團前往，心想旅行社開辦得這條路缐應該是安全的。出發前我特

地參考了政府對伊朗發出的旅遊警示，級別為黃色，表示要留意

局勢、提高 警惕，跟日本福島縣同級！ 

 

抵達首都德黑蘭時已過中午，領隊安排我們在當地一間餐廳用

膳。餐廳內人頭擁擠，與我預期有些出入。之前從媒體得 到的訊

息是伊朗被列為邪惡軸心之一，資源都投放到發展核武上，民生不濟，所以以為人民都是貧窮

的，不開心的，他們也不會有閒錢消費！十天的旅程將我的偏見 完全改觀。 

 

革命後的伊朗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發展停滯不前，我們到訪的城市都比較破舊。但正因

如此很多歷史遺跡都保留得比較好，也沒 有太多的現代化原素。首都德黑蘭氣氛較為嚴肅緊

張，人們都很勤奮，對於遊客都很感好奇。我最有興趣的城市在南部：伊斯法罕及設拉子，因

為那裡有很多古代建 築和美麗的清真寺及波斯花園。途中還經過拜火教發原地亞茲德，讓人聯

想到明教的故事。給我印象較為深刻的是波斯波理斯遺址。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帝國的 心

臟最終被搶奪一空後，更被放火燒城，只餘下燒不掉的柱子、門框和雕塑品！這譲我想起了我

們的圓明園，也是被燒得只剩下幾顆石柱！古帝國的盛衰軌跡也差不多啊！ 

 

伊朗人並非想像中兇惡，相反他們很友善，對我們中國人尤其熱情。聽導遊解釋因為西方抵制，

只得中國俄羅斯同伊朗交往經商，所以伊朗人對我們心存感激，見到我們不但主動交談，還邀

請我們一起拍照。頓時間我們都成了被「捕獲」的對象呢！ 

 

因為信奉伊斯蘭教，所有女人都要包頭巾，就連遊客的我們都要遵從。到達德黑蘭離開飛機那

一刻開始，只要是在公眾地方就要配上頭巾包裹著頭髮不能外露。有些團友不慣，頗有怨言，

但我卻認為入鄕隨俗，主人家有這要求我們應該尊重。 

 

伊朗遊最大收穫是除了一睹這個波斯古國的風貌外，還親身體

驗了作為伊斯蘭教下男尊女悲的女性生活及種種約束。相比之

下，香港的女生是蠻自由幸福的。 

 

回來後朋友看過我在伊朗拍的照片，和聽到我講述有關是次遊

歷感受時，無不嘖嘖稱奇。我也好像充當了伊朗旅遊大使一樣，

極力推薦這個國家。始終這是曾經叱咤一時的文明古國啊！ 

揭開神秘面紗 - 伊朗行  李瑞美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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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成為香港人熱門旅遊地點 除了因為美食之外 還有她的文化氣息。這個復活節假期 筆
者便到了台北和台中旅行。 

 

每次到台灣最喜歡是逛書店。在台灣 無論大小書店 書籍的種類繁多 尤以文學評論和文藝書籍
都較香港多而且豐富 大學教授 演藝界人士 文化界人士以致 不同階層的市民也可成為書籍的
主角。書店内的氣氛有利讀者揀選合適的書籍 如柔和的光線 整潔寛闊的空間 桌子椅子的設計
可讓讀者可在此'打書釘' 享受 閿謮的樂趣。 

 

為何台灣人喜歡閱讀書籍 除了閱讀氛圍外 今次到台中也看到政府也有推出措施鼓勵閿讀。為了
推動閱讀文化 台中市政府在各巴士站設立'閱書亭' 亭内有各 類書籍 市民可自由從亭中取走書
籍閱讀 亦歡迎市民取走書籍的同時捐贈自己的書籍 放入亭内的書架上 既環保 又可讓市民交
流分享閱讀。 

除了吃喝玩樂外 今次亦參觀了台中的 921 地震園區 瞭解 1999 年
9 月 21 曰發生於台中達黎克特制 7.3 级地震的威力。當時光復國中
被嚴重破壞 地震後 政府便在光復國中原址建立此園區 成為喚起
人們防災意識的'活教材'。雖然筆者未有親歷其境 但從參觀園區内
的原國中宿舍大樓摺曲倒塌 操場的破壞情況  可看到地震可怕之
處 同時對生活在香港這塊福地更感珍惜和感恩 如帶領同學到台
灣交流 這是值得一遊的地方。  

吃喝玩樂外的台灣  曾玉萍 副主席 

儲蓄投資由你行  
現今低息年代，儲蓄在銀行港元利率是 0.1％至 1.2％。退休後公積金提欵 300 萬

元若要得 5％收益需收息 15 萬元。15 萬元收益作 1 年的生活費，每月可用款項是

12500 元。 

現今投資股票年息 5 厘的香港股票仍有，但股票保本可升可跌。中電控股股價

68.7，收益率 3.81%。中銀香港收益率 3.76%。收益率 3.02%。中國石油化工股份在 4 月初時以 6

元購入收益率達 6%，今股價升至 7.06 元收益率則跌至 3.54%。股價升，年收益率則下跌。60000 元

購入中國石油化工股份，雖收益率則下跌，但因股價升至 7.06 元本金由 60000 元變成 70600 元。

資本收益有 10600 元。故購入股票的時間是十分重要。 

 

投資高息債券基金，每月季收息可達 5％，但保本。可向基金/保險專業人請教。投資時小心細節及

基金佣金、管理費等。香港政府發行 i-bond 值得購買收息。 

投資人民幣定存一年 10 萬元以上年息可達 3.28 厘。100 萬元年息可得人民幣 3 萬 2 千 800 元。300

萬元年息可得人民幣 9 萬 8 千 400 元約值 12 萬港元。 

 

老師最好在年輕時作出投資嘗試，固定儲蓄一部份資金低購入基金/股票。本人為小兒在 1998 年開

始投資相連保月供 40 美元，國際股票及香港股票各 50%，直至 14 年 12 月已積存 10000 美元才將

5000 美元轉換中華威力基金。現基金總值是 12137 美元，供欵 17 年是 8160 美元，保額是 40000 美

元。1998 年國際股票及香港股票俱是低價，國際股票則在最近 5 年大幅上升，而轉換中華威力基金

至 4 月已升了 40%。 所以勿小看小額的儲蓄。希望老師儲蓄投資有道晚年無憂。 

<編輯：上文為作者意見。投資涉及風險！老師們需小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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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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2:45 

化妝護膚 

美容班 
上午

10:00~1:00 

Funky Dance 
下午 

5: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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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瑜珈班 

下午 6:15~7:15 

瑜伽 

下午 1:00~2:00 

2:1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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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瑜珈班 

下午 7:25~8:25 

Funky Dance 
下午 

4:15~5:15 
 

DIY 美食班 
上午 

11: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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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9:00 

Funky Dance 

下午 

8:30~9:30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K-Pop Dance 
下午 

5: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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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 堂(1 小時)     報名/查詢： 27877311(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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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為你們配對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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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 堂(1 小時)   報名/查詢： 27877311(楊小姐) 

 

上課地點：旺角會址   每班名額： 5~7 名     費用：$320/4 堂    報名/查詢： 2787731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Funky Dance 

日期： 20/7，27/7，    

3/8，10/8 

時間：上午 10:45~11:45 

瑜伽 

日期： 21/7，28/7，    

4/8，11/8 

時間：上午 9:30~10:30 

現代排排舞(初班) 

日期： 22/7，29/7，    

5/8，12/8 

時間：上午 9:45~10:45 

Kick Boxing 

日期： 23/7，30/7，    

6/8，13/8 

時間：上午 10:00~11:00 

K-Pop Dance 

日期： 24/7，31/7，    

7/8，14/8 

時間：上午 10:45~11:45 

瑜伽 

日期： 20/7，27/7，    

3/8，10/8 

時間：下午 2:30~3:30 

瑜伽 

日期： 21/7，28/7，    

4/8，11/8 

時間：上午 10:45~11:45 

現代排排舞(中班) 

日期： 22/7，29/7，    

5/8，12/8 

時間：上午 11:00~12:00 

Zunba Fitness 

日期： 23/7，30/7，    

6/8，13/8 

時間：上午 11:00~12:00 

普拉堤 

日期： 24/7，31/7，    

7/8，14/8 

時間：下午 2:30~3:30 

K-Pop Dance 

日期： 20/7，27/7，    

3/8，10/8 

時間：下午 3:30~4:30 

Funky Dance 

日期： 21/7，28/7，    

4/8，11/8 

時間：下午 2:45~3:45 

中國扇舞 

日期： 22/7，29/7，    

5/8，12/8 

時間：中午 12:00~1:00 

Belly Dance 

日期： 23/7，30/7，    

6/8，13/8 

時間：下午 2:30~3:30 

Jazz Dance 

日期： 24/7，31/7，    

7/8，14/8 

時間：下午 3: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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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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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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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一「夏」 
暑假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