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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本月正式推行，日前 政府向該區二十三所中學的學生派發隨機驗毒 同意書，令校園驗毒計劃再次成為教育界熱話， 而禁毒處和教育局亦加緊宣傳，包括播放電視 廣告等，不過，本人認為其中一輯由禁毒處製 作的宣傳短片，將禁毒工作形容為教師的「天 職」，有強行將禁毒及驗毒重責強加於教師身上 之嫌。  短片尾段「子可教，毒可禁；向毒品說不，向天 職說得」的宣傳語句，令我感到十分惶恐，因為短片將禁毒工作形容為教師的「天職」，無形中帶出「學生吸毒，教師負責」的訊息，可是一名學生吸毒的原因眾多，偏偏要教師負責實在不公平。  事實上，教師關心學生、輔導學生乃天職所在，責無旁貸，亦是教師專業所在，不過現時政府對教師在驗毒方面的支援不足，即使增加駐校社工數目，亦不能取代每天和學生接觸的教師。現時教師的工作持續有增無減，令不少前綫教師感到心力交瘁，其次他們更擔心家長將子女吸毒之錯，歸咎教師。  現時教師日常已經需要花上大量時間在非教學工作上，例如與家長和學生溝通。假設在驗毒計劃中，教師發現有學生呈陽性反應，相信需要分別向家長和學生交代和跟進事件。若每人對談兩小時，亦要花去教師當日至少三分一上班時間，因此不知道教育局和禁毒處，在推出廣告前是否充分理解前線教師的苦況。  雖然早前教育局曾舉行多場諮詢會收集教師對校園驗毒計劃的意見，政府亦為教師開辦禁毒工作坊，不過我認為，問題在於不少教師都對處理學生吸毒一事上欠缺信心，而且每次諮詢都邀請校長、教師同場收集意見，即使教師內心對驗毒計劃如何不滿，在「上司」在場的情況下，根本不會向政府講出自己對計劃的擔憂。  總括來說，相信當局推出這輯宣傳短片，原意亦是想突顯對教師工作的認同，並希望教師在校園驗毒計劃中，能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不過，現時教師工作壓力甚大，故當局必須釐清教師在計劃中的角色和工作量，並提供足夠支援。        

天造之材 皆要培育  化雨春風 學生在我心 為師無憾 

 

作者曾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星島日報發表以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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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推出校園驗毒計劃以來，諮詢的工作都集中於校長及家長，但教師與學生的接觸是比較密切和時間長的。因此，香港女教師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合作嘗試從教師的角度，就着驗毒計劃的重點、施政報告的相關措施、教師的參與及計劃對他們與家長及學生的多邊關係所產生的影響。10月間發出問卷來自不同地區學校的 757名教師回應，調查結果於 11月 1日發佈。  結果顯示，逾八成教師認為青少年吸毒問題嚴重，並有七成人支持推行校園驗毒，但同時有逾八成半十教師對於驗毒計劃沒把握，另有七成受訪教師對《施政報告》的抗毒建議沒有信心和有近七成人表示無法分辨毒品。  我們希望教育局能加強諮詢前線教師對校園驗毒計劃的看法，收集他們的意見，改善推行細節，消除他們對計劃的疑慮和進一步協助教師認識主要毒品的性質及禍害，使他們有足夠的知識及技巧與學生進行討論及輔導。 
 

受訪教師對驗毒計劃的意見 事項 比率(%) 認為青少年吸毒問題十分嚴重 83.3 支持校園驗毒計劃 70.6 沒有信心施政報告所推出的措施可以有效抗毒 69.6 認為計劃會增加他們的工作壓力 77.9 
 教師請假情況可以反映教師在學校的工作實況，有見及此，香港女教師協會較早前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共訪問了來自多所學校共 1051名教師，並於 10月 26日發佈了有關的結果。從結果得知逾八成的受訪教師即使身體不適也沒有請假；逾七成未曾因子女事務告假，另有近三成因私人原因告假但被拒，另約一成教師卻因精神緊張而請假。  主席周蘿茜建議，教育局應在每年就教師教學、進修等情況進行統查時，應同時了解教師工作壓力及告假情況，以助檢討及改善現有的資源配置及教師假期情況；本會亦建議學校在現有的「紅白事假期」外，增設每年至少兩日的彈性事假。 受訪教師告假情況 事項 比率(%) 曾因身體不適而不請假 82.1 曾因私人原因(包括子女事宜) 請假但未獲批准 25.6 曾想告假但未敢提出申請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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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除了在會址舉辦不同的興趣班外，將於 2010 年 1月在香港教師中心亦邀請專業舞蹈導師張佩華女士教導「健康減壓排排舞」，希望各同工可以藉此活動舒展身心和增強心態肺功能及手腳關節靈活。導師會運用基本伸展動作為訓練完素，編排簡單舞步，再配合悠揚的音樂，令老師們的緊張情緒和肌肉得以放鬆之餘亦可達到舒壓及增強體質之效果。  日期：2010 年 1月 2日、9、16、23、30及 2月 6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至 11:30 地點：香港教師中心 費用：每位 189 元(共六堂) 截止日期：2009 年 12月 21日 

本會於九月再一次邀請註冊物理治 療師陳震賢先生在香港教師中心舉 辦「腰頸勞損工作坊」，當晚約 50 名老師出席活動，陳醫師詳細講解 了日常的勞動是引致腰頸毛病的成 因和教導如何治療病患及自我療法 才是最有效。 而在 2010 年 1月 15日，將舉辦「足部健康工作坊」，透過活動老師可以認識到市面上眾多的鞋款；包括氣墊鞋、悠閒鞋、高跟鞋、「婆仔鞋」等等，是否健康和舒適。同時講解疼痛無比的腳底腱膜痛、小腿、膝痛甚至腰痛原來是扁平足、高弓足、踇趾外翻等等是有莫大的關連。我們希望老師們現正尋找根治頑固腳痛方法時，這「足部健康工作坊」可以幫助同工。  本會於過去的一年裡在香港教師中心定期舉辦了不同的健康工作坊，希望老師們能在工作坊中提昇不同專業知識，活用於繁瑣的工作中，同時善用餘暇，盡情放鬆以促進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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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本會主席周蘿茜副校長獲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邀請前往該校主講「家長如何支援孩子英語學習」。當日約有四十多名家長出席，講座的內容除了教導家長如何循循善誘指導孩子培養學習英語的興趣外，主席更與家長們分享育兒的經驗，使整個講座培感溫馨，融洽互動。 
 



 

In Praise of Slow - How a Worldwide Movement is 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peed  

by Carl Honore 

Recommended by Pauline Chow 

People who know me say that I am a passionately fast person. A friend wrote to me saying “I hope you are not working too hard. 

You know the expression 'burning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I think you may be burning it at all points in between as well!” 

 

That is why when I saw this book in the bookstore, I was attracted by both the title and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cover – a turtle and 

a rabbit. I bought it just to see how the writer argues his case. 

 

Busy people like me are always on the run for more time but God is fair. We all have only 24 hours. 

To make the best of time, we rush and multi-task and feel proud of ourselves for being efficient.  

We are fervent worshippers of the Cult of Speed. But every now and then as things become quieter, 

there is deep dow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 fear, fear that I am stretching myself too far, fear 

that I am burning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and the ultimate fear that I would at any minute drop  

dead. Is that what life is supposed to be?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I would love to visit, grandchildren 

I would love to see as they grow up. The list does not end here. I have to slow down. This book has  

given me all the good reasons to take life easy. 

 

The writer, Carl Honore, emphasizes right at the beginning that his book is not a declaration against speed since we owe so much 

to speed which “has helped to remake our world in ways that are wonderful and liberating.” He says that all he wants is for us to 

stop and remember that “some things cannot, should not, be sped up.” When we force speed, “there is a price to pay.” In fact, 

there is a Chinese idiom epitomizing the same message: the desire to speed things up ends in not achieving anything at all.( 欲速則不達) 

When we examine our own life, this does bring an echo.  Many times in the morning when we boot our computer, we are so 

impatient and keep clicking the cursor that we ask if the computer is down. How often do we see people getting choked because 

they are swallowing too fast? Have you ever slipped because you are rushing?  These are but “cheap” prices we are paying for 

being fast. Think of the higher costs we might have to pay because of the fast life we lead. Drivers cut lanes and tail the car in 

front in order to arrive faster. But such road manners are the cause of most traffic accidents. Instead of enjoying our food at the 

table, we gobble our lunch washing it down with a coke. All these are absolutely “dehumanizing”. We have got into the habit of 

feeling a sense of guilt when we wind down and are at a loss when we have time in hand to kill. 

 

The book points out in greater details how the Cult of Speed is bringing devastating repercu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 When 

farmers do not have the patience to see their chickens or corn grow naturally, they start feeding them with pills and using 

herbicides. We desire to look physically fit and yet feel annoyed to work out for it. We only want a quick fix and so take 

slimming pills or undergo plastic surgery and we suffer fatal effects. 

 

The book makes us think but there is no urgency to finish it. Just savour one or two chapters when you have time.      

Take it slowly. After all, that is what the book i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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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學生在作文時，解釋他為何要讀夜校的一個想法。  對於許多夜校學生來說，提高學歷，增強競爭力，是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 學生當中，絕大部份是十來二十歲的青少年。有些已經工作了兩三載，發覺再不自我增值， 就只能繼續幹粗活，並且漸漸被社會邊緣及最終被淘汰。跟他們閒聊，不難體會得到他們的無助及無力感。  香港早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踏入知識型經濟， 單靠勞動力已經不足以糊口。稍稍想改善生活的人都要不斷尋找進修途徑， 以適應千變萬化的職場。  對於年青人來說，與其提供職業技術培訓， 我相信更需要加強他們的基礎教育；即是提升他們的語言表達及數學運算能力，好讓他們擁有再學習的本事。我曾經見過一些中五學生，在填寫中學會考報名表格時，連自己的住址英文寫法也不懂。看了令我心寒和心酸。究竟香港的教育系統出了什麼問題，讓我們的學生讀了多年書，連最基本的知識也不曉得!  夜校不但給予學生一個重拾課本的機會，更大的意義是給予他們一個希望：增長知識、考取學歷、加強自信、擴闊人際網絡、與時並進。  隨著新學制「三三四」的落實，日校已有足夠學額讓中三學生升讀新高中。另外，新高中學生亦無需繳交學費。夜校的發展將會出現微妙的變化。不過，我認為未能適應日校的學生還大有人在；他們若要完  成中學教育，唯有透過報讀夜校課程。所以，夜校扮演的角色應該還會持續一段日子。 這六十年中國經歷了非常艱辛的進程，但又在短短三十年間為國家，為世界，為中國人民開啟了重要的歷史成就我有幸獲邀參加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活動，實在深感榮幸。  我們作為老百姓，最渴求莫非是為了一頓溫飽茶飯，國泰民安，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在今年國家六十華誕的國慶活動當中，我們見証了這一切。國慶閱兵及群眾巡遊當天，閱兵雖然是在早上十時才正式開始，但廣場上的表演者，包括負責展示四十九次背景圖案的中小學生，已在半夜時分齊集廣場預備一切，不到清晨六時就站在那裏等待重要一刻的來臨，我們深受他們那份對國家的承擔及犧牲精神所感動，回想我們香港學生和市民又是怎麼樣的呢？北京街上、店舖、樓房、企業機構、政府機關處處張燈結綵，好不熱鬧，國慶前幾天，在繁華的北京街道上人們仍是過著忙碌的都市人生活，但是那份富足、驕傲、文明、和諧的生活景象已展現在他們燦爛的笑容上，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大國已崛起於世界啊！我們眾團友對於眼前國家的發展實在驚嘆不已，當中有人對國家認識深厚，感情真摰，對於是中國的香港人感觸良多；也有人對於國家今日的成就刮目相看，不由得不接受現實──世界是在不斷演變當中，國家也是在不斷向前邁進呢！  今天，我們也是時候要改變的了。正如國家副主席賈慶林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僑胞講話時，語重心長地道出國家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邁向民族獨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努力邁向小康社會，讓人民得到溫飽，豐衣足食，能夠走到今天實在好不容易。我們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在分沾國家的成就和權利的時候，我們有否盡己   所能分擔和回饋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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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曾列舉了廿一世紀前後香港青少年問題的研究報告，就調查的焦點我們明顯發現香港青年人不斷在「進化」當中。2000 年以前，青少年的問題似乎比較單純，而且是屬於一少撮人的問題，例如童黨和新移民問題等，通常透過學校和警方便能得到解決。但 2000 年以後的青少年問題卻越來越複雜和極端化。有人歸咎於家庭教育，也有人歸咎於學校教育、社會風氣、以至政府政策，那麼，究竟是誰之過呢？究竟我們的社會生態是怎樣的呢？   香港人一向以「靈活變通」取勝。記得九七年香港出現世界首宗禽流感致命個案嗎？當時傳媒曾追問政府官員有關疫情而得到的答覆是：「我日日都吃雞」。對於成人世界的言論，我們似乎強調了以「善辯」化解窘境便等同「聰慧」和「成功」，至於說話內容是否兌現便不由得查究了，試問我們的誠信何在呢！轉向另一邊廂，根據上個年度立法會秘書處的紀錄顯示，立法會共舉行過三十五次會議及答問大會，全體六十名立法會議員中出席率百分之百的只有二十五名，不及全體議員的半數，其間從電視新聞中更出現了有議員在開會期間為求力陳述個人的「觀點」而出言侮辱，甚至擲物破壞議事程序而被驅趕離場。對於領取公帑的尊貴議員尚且如此「不務正業」，不負責任，浪得虛名，我們再多花唇舌又如何！試問學生們在推卸責任的同時為逃學正常化找到合理的藉口，又或者對師長出言無禮，破口大罵，強詞奪理，並以滔滔雄辯把事實扭曲得體無完膚，這一切，我們是否願意留給年青人作榜樣嗎？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在金融海嘯下一班雷曼苦主失去大部份平生積蓄，但作為推銷的各大銀行卻視若無睹，這群社會精英為我們的下一代又帶來什麼的訊息呢？他們何曾為此內疚不安呢？香港社會流行著什麼文化呢？試看看，我們成人世界每天談論最多的究竟是廣東省出現水荒？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的意義？我們如何為減排二氧化碳作出貢獻？還是，某明星下嫁富家子弟？某藝人未婚為富豪誕下兒子何時回港？某富豪的姨太太上哪間名菜館？在這樣的薰陶下，我們的年青人又怎能不是以金錢掛帥呢？年青人盲目追求賺快錢，大學生拖欠政府貸款，少女為錢援交等等，這正反映了我們的社會文化，有怎麼樣的市民就有怎麼樣的社會。  作為教育工作者，面對青年的問題，我們可曾想過要做一點事情呢？例如我們如何回應社會問題？如何建構個人素質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花多少時間關注國家問題？我們一星期有沒有至少四小時的閱讀習慣？我們閒時  看「宮心計」、「富貴門」？還是「六十分鐘時事」？究竟我們營造了一個怎樣「進化」中的社會生態呢？ 大學畢業後，今年已經是我踏入教師生涯的第三個年頭了。回想過去兩年裏，我經歷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情，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還記得第一年踏進任教的學校時，校長便要求我任教兩個會考班，再加一班中四一班中六，毫無教學經驗的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所幸當時的同事對我十分體諒，所以沒多久已經可以熟悉教學重點。   於我而言，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作爲老師的，必須在短時間内找到與他們最適合的相處模式，一不小心的話，就會損害學生的自尊心，或者令他們大受打擊，甚至影響一生。我相信人與人之間都有緣分，當你真心實意地對待學生，總有一天，學生會明白你對他們的苦心。然而，沉重的教學壓力，改之不盡的功課與作文，始終如影附隨。偶爾同事之間的流言蜚語，「辦公室政治」下的分門別派，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壓得人仿佛透不過氣來，即使如此，偶爾學生的一個笑臉，一個小動作，也會令我感動，我們總會找到值得我們繼續當老師的理由。  去年任教的中五畢業班，在臨走前全班合唱了一首《念親恩》給我聼，當即感動得淚如雨下。兩年的教學生涯實在短得可憐，我又何德何能能夠得到學生如此的喜愛，待我如親人一般？ 所以，即使前路充滿荊棘，只要心中有信念，所有的希望依然在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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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了「媽咪」三十多年，經驗告訴我，今時今日，要當個好「媽咪」是多艱難。  怎樣才算得上是個好「媽咪」呢？時代不同了，今天的 好「媽咪」要能成功扮演多個角色。經濟上，她可能需 要工作以維持家庭的開支。況且要滿足子女的各項物質 需求，非努力賺錢不可。當然，她無暇親手照料子女的 日常起居飲食。但是，在工作崗位時，心裏惦念著的是 家中的幼兒，菲傭是否小心照顧呢？那青春少艾的女兒 ，放學後有沒有誤交損友？兒子又被老師投訴了，今天 回到家裏，與他交談時，該用什麼口吻呢？是否該撥個 電話回家了解一下呢？真的是「身在公司，心在家」。 難得的是，她的雙手並沒有停下來。她的工作表現比較 她的男性同事，絕不遜色。放工回家後，雖然不用準備飯菜，可是，她既要陪伴子女溫習，又或在飯桌上，邊吃邊指引子女正確地接收播放中的電視節目。週末了，她便要把搜集得來的資料研究一番，以便安排一個能夠「皆大歡喜」的家庭日。又或者，她會利用部份時間參與「親子研習班」、上「健身室」 等等。要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如此出色，真的要保持身心健康。   我的「媽咪」那一輩，多是「全職媽咪」。在沒有家庭電器的日子，照料全家的飲食、穿著已是夠忙的了。但是記憶中，她不用費神督促子女用功讀書，而子女亦未因家貧而苦惱。當年的香港仍未是個福利社會。貧困的家庭只能自己解決問題。有些時候，慈善機構例如宗教團體派贈麵粉，奶粉及文具等。年紀小小便懂得排隊領救濟品、向叔伯借貸、甚至是上押店。但是他們面對逆境和挫敗的能耐高，不會輕言自毀，亦未有埋怨父母或是變得自閉。父母只須照料子女的溫飽，其他的也就無須煩惱。  今天，為人父母，可沒有這麼簡單了！必須一生營營役 役，戰戰兢兢，為子女籌謀。 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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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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皮舞深受各年齡階段女性的推崇。它能運用到 身體的每一個關節。只需要一個小時，學員就可 以得到全身運動，頸部、肩膀、胸部和腹部等都會得到很好的鍛煉，還能消耗大量熱量，改善心血管功能。 時間：下午 7:00~8:00、8:00~9:00           (逢星期二) 

      下午 5:00~6:00、6:00~7:00、7:00~8:00 (逢星期四) 

      下午 12:45~1:45、1:45~2:45          (逢星期六)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爵士舞是充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舞步揉合著剛與柔的特性。舞蹈的動作及音樂極富節奏感，經常練習可達到身體放鬆及運動的效果。 時間：下午 6:00~7:00               (逢星期一) 

      下午 6:00~7:00               (逢星期三) 

      下午 8:00~9:00、9:00~10:00    (逢星期五)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拉丁舞透過進階舞蹈動作及節奏感提升學員對舞蹈動作的協調性及肢體靈活感，著重訓練他們的節奏、身體重心轉移，令身體更輕盈。動作及音樂極富節奏感。 導師為學員編排舞步及不斷反覆練習，從而達到消脂瘦身、健美體態的目的。 時間：下午 6:00~7:00          (逢星期一) 

      下午 5:00~6:00          (逢星期三)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藉著強勁的音樂節拍及充滿動感的帶氧韻律動作，肺部可吸入更多氧氣，能加強心肺功能和增加肌肉彈性及柔軟度，加強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它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動作輕鬆，有趣又有效。 時間：下午 5:00~6:00、6:00~7:00、7:00~8:00 (逢星期五) 

      上午11:00~12:00                   (逢星期六)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Kickboxing 混合了拳擊的特性，既有西洋拳的揮拳動作，也有踢腿動作，還混合了健康舞步，屬剛柔並重的運動，玩的時候很暢快。講求運動者的勁力及集中力，屬於有氧運動，是消脂及增強心肺功能之首選。 時間：下午 4:00~5:00、6:00~7:00   (逢星期一) 

      下午 5:10~6:10             (逢星期六)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透過瑜伽的肌肉鍛鍊增加筋絡舒展，促進內臟功能及改善血液循環和腰背痛，緩解慢性疾病，釋放因作息不正常所產生的壓力、提高身體自癒力，讓您可以放鬆自己及平靜心靈。 時間：下午 5:00~6:00       (逢星期一) 

      下午 5:45~6:45       (逢星期二) 

      下午 4:00~5:00       (逢星期六)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這種舞組合了簡單輕鬆的步法，配合音樂節奏而跳出輕鬆和簡單的舞步，其運動量較健康舞輕鬆而又可以達至運動效果，有助手腳關節靈活，加強心肺功能，增強體質，鬆弛神經並不需舞伴。 時間：下午 6:00~7:00   (逢星期一) 

      下午 7:00~800   (逢星期六) 費用：$200/4堂   地點：旺角會址 

只需相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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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包括：Kick Boxing、肚皮舞、瑜珈、爵士舞、拉丁健操 、排排舞、 Funky dance、普通話班、日文班等等。只要是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配合！ 費用：$200/4堂 ，查詢電話 278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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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日期、時間及喜歡的課程，我們便會為你配對導師，你便可以盡情享受學習的樂趣！ 課程包括：Kick Boxing、肚皮舞、瑜珈、爵士舞、拉丁健操 、排排舞、 Funky Dance、Girls Hip hop、等等。只要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提供！  費用：每位$200/4堂，1小時/堂 自組到校服務計劃自組到校服務計劃自組到校服務計劃自組到校服務計劃    服務預約表服務預約表服務預約表服務預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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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擬選擇計劃之服務本校擬選擇計劃之服務本校擬選擇計劃之服務本校擬選擇計劃之服務：：：：((((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專業講座專業講座專業講座專業講座////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對象          講者 □「家長如何支援子女的英語學習」          小學家長       周蘿茜女士 □「如何在學校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中學教師       周蘿茜女士 □ 如何成功舉辦國民教育遊學團             教師           趙紅梅女士 □ 普通話教中文的技巧                     教師           趙紅梅女士 □ 腰頸勞損工作坊                         家長/教師      陳震賢物理治療師 □ 足部健康工作坊                         家長/教師      陳震賢物理治療師 □ 頸椎保健操工作坊                       家長/教師      李啟文中醫師 □ 自組興趣班                             家長/教師      專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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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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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舉辦了多項專業交流發展訪問團包括上海、深圳寶安和安徽等。此外，本會亦就當前教育的迫切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之研究，客觀及公正地反映前線心聲。  本會設有會址，定期舉辦不同的專業講座及工作坊，讓會員們提昇不同的專業知識。亦定期舉辦多類型的興趣班，讓會員們可以善用餘暇，盡情放鬆，做個健康快樂的老師。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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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職位(任教科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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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介紹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２７８７７３１２並於七個工作天內寄交支票。 · 付款請用劃線支票，抬頭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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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背後請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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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聯絡人：周蘿茜 主席 
        楊麗娜 幹事 

電話：2787 7311 傳真：2787 7312 網址：http://www.hkwto.org.hk 
電郵：hkwto_2006@yahoo.com.hk 

會址：旺角西洋菜南街101號金德行4樓 

 3 月 21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如何策劃和組織成功的遊學團工作坊」 
 3 月 28 日 於長洲聖心學校舉辦「家長如何支援孩子英語學習」 
 4 月 10-12 日 探訪和考察四川德陽袁家小學及汶川映秀小學 
 4月 25日 參加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奇妙學習體驗日」學習活動 
 5 月 9日 參加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奇妙學習體驗日」學習活動 
 6 月 6月 於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舉辦「家長如何支援孩子英語學習」 
 6 月 10 日 於保良局何蔭棠中學舉辦「頸椎保健操工作坊」 
 6 月 12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腰頸勞損運動創傷工作坊」 
 6 月 19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頸椎保健操工作坊」 
 7 月 19 日 「高中學生對新高中課程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認識及信心」問卷調查新聞發佈會 
 8 月 3-5 日 聯同 512 年青工程師大聯盟前往四川舉辦首次川港學生多媒體教學活動 
 8 月 21 日 與署理教育局局長陳維安先生會晤。 
 9 月 25 日 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辦「腰頸勞損運動創傷工作坊」 
 10 月 8日 於荃灣官立中學舉辦「頸椎保健操工作坊」 
 10 月 26 日 「從告假情況調查教師工作實況」問卷調查新聞發佈會 
 11 月 1日 「教師對校園驗毒計劃的意見調查」新聞發佈會 
 11 月 3日 於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舉辦「家長如何支援孩子英語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