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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同工： 

現邀請您和同工加入香港女教師協會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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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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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每三個月出版會訊與會員及全港教師保

持緊密聯繫，而執行委員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舉行會議，歡迎會員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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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誠邀更多同工加入香港女教師協會，在往後的日子裡，讓我們得到您們的寶貴意見和指導，

使我們可以完成各項有意義的事工。在此，感謝您們對我們的鼓勵及信任，本會訊附有會員申

請表格。盼望您能成為本會的一份子。 

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香港女教師協會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邀請永久會員加入我們的執委會，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前線同工共謀福祉，為我們

香港的教育發光發熱。本會的執委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四時至六時舉

行每月例會。您可以先列席參加會議，然後再決定會否加入執委會。如您希望

出席例會，請與幹事楊小姐(2787 7311)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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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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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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   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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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04-05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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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員女性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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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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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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成立至今已近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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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會址及香港教師中心舉辦一系列

專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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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及信任！ 

                                                                 香港女教師協會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代表教師姓名 ： 職銜： 

聯絡電郵地址： 任教科目：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教師簽名：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印鑑                                           校長簽署                                                                       

 *備註：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２７８７７３１２或郵寄至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04-05 室 

「香港女教師協會」學校聯絡代表 

      申請表 

歡迎 

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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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於 2017 年 8 月 1 日遷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繼續為同工們提供不同興趣班的服務。所有通

訊包括：電話、傳真、電郵及網址則維持不變。 

新會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   

     

電話： 27877311     傳真： 27877312        

網址： www.hkwto.org.hk        電郵： hkwto_2006@yahoo.com.hk 

 

尊敬的校長、教師： 

為增進同工們對四川省教育發展情況的了解及向國內不同地區教師推廣本港教學理念和經驗、促
進兩地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加深彼此的認識，本會將於聖誕節期間舉辦四川省專業發展交流團。同
時，透過遊覽當地名勝，教師們能充分感受祖國不同民俗的文化風情。現邀請您一同前往參觀和
交流。 

行程包括： 

參觀：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園、武侯祠、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汶川大地震遺址及了解災後重建情況 

遊覽：錦里古街、樂山大佛、寬窄巷子 

專業交流：訪問優質小學、中學，座談交流、走訪四川大學，聽取學校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情況 

詳細資料： 

出發日期：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至 27 日(星期四)(共 5 日)。  

名額： 40 名       

對象：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校長及教師  

團費：$2500(永久會員)、$2800(普通會員)、$3000(非會員教師)  

團費已包括：機票燃油稅、印花稅、導遊小費及所有景區門票，但需自行購買旅遊保險。 

報名方法：由於名額有限，如有意參加可到本會網址<www.hkwto.org.hk>下載參加表格或與本會     

           聯絡 27877311。 

截止日期： 10 月 20 日        

付款方法：以入數方式交付團費或到會址付款。 

銀行帳號： 208-0087-22-001   開戶銀行：恆生銀行，入數後請把入數紙傳真至 2787 7312。 

如有查詢，請與本會幹事楊小姐(27877311)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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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政長官提出增加 50 億經常性教育經費後，諮詢既不廣泛，內容亦欠缺全面性。例如，所提出協

助中學畢業生升學的資助計畫，是否獲得大部分高中學生支持呢？有見及此，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

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於文憑考試放榜前，設計了一張問卷，共有八條題目，並透過十間中學(包括第一

至第三成積組別的學校) ，在文憑試放榜當日發放給學生填答，結果成功收回填妥的問卷 1066 份，

當中中六佔 34.90%，中五有 45.7%及中四佔 19.32%。 我們並於 7 月 23 日舉辦記者招待會發佈有關

調查結果及向當局反映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不足半數的受訪學生(45.97%)支持行政長官所提出的資助於中學文憑試取得合資格

成績的考生升讀私立專上院校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方案; 另外，近四分之一(24.26%)的學生要求政

府直接增加八大學額，亦有 16.32%的學生認為三萬元的資助額並不足夠。在升學渠道方面，有多達

41.28% 的回覆學生堅持選擇職訓局的高級文憑課程，所持的理由是市場的實用價值較自資學士學

位課程為高。 
 

而且，只有 12.52%的受訪學生表示可以完全放心就讀私立專上學院所辦理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大

部分的學生分別對課程的質素(32.46%)、收費水平的維持(20.67%) 及畢業後就業前景(28.38%)，都

存有憂慮。除此以外，有一半(50.47%)填答問卷的同學反對政府在運用新增的五十億教育資源時，

排除資助中六畢業生入讀副學位課程，只有四分之一(24.58%)支持行政長官這項建議。亦有過半的

被訪者不贊同行政長官否決資助入讀八大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強調這項政策會製造矛盾和歧

視。 
 

還有，有近七成(66.79%)回應調查的同學支持已入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可以同時獲得三萬

元的資助。過半(56.85%)的受訪高中學生支持行政長官的增加常額教師計劃。而對餘下的 14 億建議

新增的教育經費，接受問卷訪問的高中學生主要贊成運用於改善升學的機會，包括增加資助學士學

位收生名額(51.78%)、增加職訓高級文憑學額(18.76%) 及資助文憑試考生就讀副學士課程

(10.51%)，合計佔受訪者的 81.05%。 
 

我們建議行政長官應將這項「錢跟學生走」的資助中學畢

業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政策，進一步開放，讓學生在院校及

課程的選擇有較大的自主權。至於已入讀八大及其他私

立院校自資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是否在過渡期亦應被

納入三萬元的資助範圍，這個問題應獲當局認真考慮，否

則受影響的學生會認為受到不公平對待。還有政府應參

考部分西方國家的教育政策，考慮為學術性學位教育和

職業專才培訓訂出合適的比例，讓中學畢業生有更適切

的升學選擇和接受培訓後的就業機會。此外，私立學院的自資學位課程亦應增加就業導向的原

素，讓就讀的學生有較大的學以致用機會。 

公佈調查高中學生對行政長官增加 50 億教育資源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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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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 
武當無極養生功工作坊 

6 月 2 日 
發聲及歌唱技巧工作坊 

6 月 17 日 
遊戲治療如何幫助中學及小學有特

殊需要的學生講座  

7 月 21 日天然手工皂工作坊 

7 月 17 日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與全身伸展及提昇姿勢工作坊  

7 月 19 日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班  

7 月 18 日 
武當無極養生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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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了  

「開學了!開學了!」我的心裏不禁高呼起來。 

小時候，我是一個喜歡上學的小孩，總覺得暑假漫長得看不見盡頭，日子過得很單調。 

當我成為了小學老師後，我依然期盼著「開學日」的來臨! 我想念我的學生! 不知道他們的

暑假過得如何?特別是我曾教過的小一學生，不論是外貌、行為、説話語調，假期後的他們

大都脫胎換骨似的!究竟他們在這個假期裏是如何產生這些「化學作用」呢? 當我站在校門

外，迎接一個個學生走進校門時，心裏實在期待著他們開口跟我説聲 :「陳老師，早晨!」

然後，我便會滿臉笑容地向他們問好，關心他們如何度過假期，分享見聞。 
 

快樂又精彩的暑假結束了，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開懷地

擁抱新學期。 
 

遠遠望去，校園的牆壁煥然一新，上面還掛著幾面五顏六

色的彩旗。 
 

開學的感覺真好！ 

陳盈芝 老師  

新學年已開始近一個月，各位同仝工作順利嘛？ 

 

對不同的教師而言，這個學年有不同的意味。剛投身

教育行列的「新鮮人」，面對新身份、新環境的轉變，

挑戰可不少！轉校或轉換職責的同工，也得重新適

應。即使是教授同一班同一科的，老師們也得因應學

生的學習態度、能力、性向，而在學與教上作出調適。 

 

不過，我們都深深知道，身為教師，孩子託附手上，便當竭盡所能，培育他們在各方面的成長。 

 

在此祝願各位同工在教學崗位上得到滿足，工作之餘，也得注意身體和家人，保持身心健康呢！ 

  周蘿茜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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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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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旺角會址(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 ) 

費用：$280/4 堂(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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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同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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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便會為您們
配對專業的導師，只要是你們想學的課程，我們都可配合！ 

檸檬薑蜜糖食用酵素工作坊   

本工作坊導師將即場分享及示範如何正確地

製作檸檬薑蜜糖食酵。中秋過後，天氣將開始
變得乾燥，氣溫漸轉清涼。導師教授的檸檬薑

蜜糖食酵，將為同工帶來滋潤及暖身，為冬天

的來臨作好準備。 

日期： 2017 年 10 月 7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費用： 450 元(已包所有材料費) 

脊骨健康講座 

本講座專為辦公室工作及需長期站立授課

的教育工作者而設，講者將介紹脊骨錯位之
成因及影響，並講述其預防與治療方法；亦

會教授基本護脊知識、更會分享姿勢要點、
日常生活及工作時的注意事項等脊椎健康

資訊。  

日期： 10 月 19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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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班 

本課程透過不同的瑜伽伸展動作，令身體在短

時間內能得到休息及放鬆。導師運用了瑜伽元
素及運動伸展技巧，透過不同姿勢延展，有助

消除肌肉緊張，她將教授多個瑜伽式子，包括
對稱數目的腿髖與手肩式子、脊椎全方位式

子，更會教授呼吸法等，將平日肩、頸、腰背

等積存的疲勞透過溫和方式來消除。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4、11、

18 日及 12 月 2及 16(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 1:00   

費用： 270 元/6 堂 

五行經絡拉筋法學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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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教
導學員透過對經絡作出適度舒展和刺激，加

強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既可舒筋活絡，亦

可提升身體質素。  

日期： 10 月 21 日，11 月 4、11、18 及 12

月 16 及 23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費用： 270 元/6 堂 

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與全身

伸展及提昇姿勢工作坊 

本課程導師將以不同歌曲的風格，再配合舞步
編排，讓學員依照音樂的節奏，跳出多元化的

舞蹈。課堂的下半部份，與學員一起，在悅耳
音樂伴隨下，進行輕鬆的腹肌鍛鍊及全身肌肉

伸展，既能幫助糾正身體的姿勢和減少痛症。 

日期： 2017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4、11、

18 日，12 月 2 及 2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至 5:00  

費用： 270 元/6 堂 

玫瑰青黛潤膚手工皂 

以青黛粉製作手工皂已有悠久歷史，青黛是

一種中藥，有清熱解毒之功效，配上各種天然
材料如紫草、橄欖油、棕櫚油、玫瑰、椰子油

及薰衣草精油製成手工皂，可享美白、消炎之

效。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費用： 200 元 

     (已包材料費) 

小王子立體書工作坊 

《小王子》是一本享譽全球的經典童話。工作

坊中，導師以不同紙藝方式，教授如何以小王
子為主題，設計及創作一本故事立體書。小王

子立體書包含了六至八個大跨頁，每頁均為
為立體彩色設計，我們會一起將《小王子》裡

多個重要場景呈現，希望透過創作，令學員掌
握設計立體書的基本技巧，製作出一本具有

個人風格的立體書珍藏本。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5:30   

費用： 200 元 

     (已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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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足患及護理方法講座 

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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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這職業需要長期站立，或坐特別容易導致

腳痛、腰背痛及疲累問題，令工作效率受到
影響，只要做好預防措施，其實大部分痛症

都可以避免的。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8:30   

費用：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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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Babble 
 Dea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In the past two years, we published Babbling and Let’s Babble. 

Quite a number of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have requested copies 

for their students.  

 

I myself have been using these articles as materials for oral  

practice with students. They find the contents interesting and the 

language stimulating.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fetch copies for you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The whole point of publishing the Babbling series is for 

sharing. Simply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and fax it to us. Then we will have the books 

ready for you to collect. For   each school, we can give up to  200 copies. 

School Request Form for Let’s Babble or Babbling 
Schools are welcome to request for Let’s Babble or Babbling. Simply complete the form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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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stock) 

□Let’s Babble  □10    □20     □30     □40    □50    □Others ____ (Please spec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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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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室     電話:2787 7311         傳真:2787 7312  
網址:www.hkwto.org.hk                      電郵:hkwto_2006@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