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                              

  　　　　　　　　  』

－－－－－－－－－－－－－－－－－－－－－－ 

     香港女教師協會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ORGANIZATION 

－－－－－－－－－－－－－－－－－－－－－－－－－－－－－－－－－－－－－－－－－－－－－ 

　http://www.hkwto.org.hk

    香港女教師協會新落成的會址於交通方便的旺角，單位面積約一仟

三佰餘呎，會址位距離旺角地鐵站 B3 出口約 3分鐘 ， 往旺角火車站也只需 5 分鐘，亦有多

條巴士線經過。

會址內除了有音響、電腦和空調等完善設備外，還設有一個優雅的露天茶座，歡迎會員們三五

知己到會所交流教學心得， 也可以借用本會所舉行講座和分享，造福同行。

　　　本會亦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專業講座， 教學工作坊，眼保健操等，讓會員們可以透過

不同的途徑提昇專業知識。會址也會舉行不同的興趣班，例如瑜珈班、健身拳擊、英語班，普

通話班等等， 讓會員們可以善用餘暇，盡情放鬆。

借用場地規則：

a.假如會員有任何專長， 希望與女教師分享經驗，歡迎使用本會址，費用全免，使用前請填妥 

  申請表。

b.歡迎會員借用本會所舉行講座，請填妥表格及附上宣傳單張， 每小時收費＄２００，兩小　

　時起。    

c.歡迎會員三五知己到會所聚會，請致電本會查詢以便作出安排。

全體執行委員會攝於

首次新聞發佈會

12/03/2006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

第一期



           　

導師： Miss.Alvin 

Leung

 紅酒專家講座，希

望讓有心學習品嚐

紅酒的會員能進一

步明白有氣質的紅

酒文化與歷史，潛

移默化了解紅酒的

高貴之處，亦會教

導會員如何選擇和

保存紅酒。

導師： James Smith
This English Conversation 

for Teachers course is 
designed as a refresher for 

our language skills.  導師：薛覺榮老師
如果認識多一點的話，便更能

發揮手上相機的功能，要拍攝

到好的照片已經是很容易的事

。

~ 傻瓜機唔傻 ~

　　導師：黃志豪老師
專門為學員糾正其普通話發音不准

，說普通話不流利，用詞不恰當或

缺乏專業術語等難點；並針對日常

生活和工作所需而設置不同的交際

情境，致力提高學員運用普通話進

行交際的語言能力，使其能學以致

用，從而增強學員的競爭力。

 ～交際普通話班～

～品嚐紅酒講座 ~

導師 :嚴玉芳老師

來 !來 !分享健康

秘方 :跳跳拍拍、

伸展通淋巴，一起

玩玩舒展找回美態

的你 !

~中醫講座之秋冬滋補 ~

註冊中醫師：

吳廉康先生

秋冬兩季，最宜

進補。因此本會

特安排資深中醫

師講解和教導會

員們如何調理身

體。 亦會教導女

性保健常識等。

～哈哈笑！輕輕鬆鬆習瑜珈～　

　　　　　　　　　　　　

~ 英語輕鬆講 ~ 

1

~ 帶氧健身拳擊 KickBoxing~

KickBoxing 混合了拳擊
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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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簡介 詳情

1
~英語輕鬆講~*

English Conversation

導師：James Smith

於牛津大學畢業的外籍老師，現於中學任教

Topics covered  include　aspects of language for us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chool environment.

時間：下午 7：00~8：00（星期一）

日期：7/1，14/1，21/1，28/1（4 堂）

費用：$100

地點：會址       名額:10 名

2
~交際普通話班~*

導師: 黃志豪

具豐富的專業教學經驗, 擅長於因材施教且頗有成效。專

門為學習者糾正其普通話發音不准, 說普通話不流利, 用詞

不恰當或缺乏專業術語等難點; 並針對日常生活和工作所

需而設置。

時間：下午 7：00~8：00（星期三）

日期：9/1，16/1，23/1，30/1（4 堂）

費用：$100

地點：會址     名額:10 名

3 ~哈哈笑!

輕輕鬆鬆習瑜珈~*

導師:嚴玉芳

已領導師證書，現教於:社區中心

來!來!分享健康秘方:跳跳拍拍、伸展通淋巴,一起玩玩舒展

找回美態的你!

時間：下午 2：30~4：00（星期六）

日期：19/1，26/1，2/2，16/2（4 堂）

費用：$100

地點：會址    名額:10 名

4

~帶氧健身拳擊

KickBoxing~*

導師:Marcus Bhatti

土耳其籍的外籍導師但懂中文，受訓於泰國，擁有合資格

的帶氧健身拳擊和巴西柔術及截拳道等的導師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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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班         

時間：下午 5：00~6：30（星期六）

日期：5/1，12/1，19/1，26/1（4 堂）

             B 班

時間：下午 5：30~7：00（星期日）

日期：6/1，13/1，20/1，27/1（4 堂）

費用：$200 

地點：會址    名額:各 10 名

備註：請穿著短褲和貼身 T -Shirt，毛巾，水

5

~水仙花班~

導師：趙淑儀 

內容包括選購優質水仙花球莖的方法；以多樣雕刻技藝培

養成不同形狀的水仙花；開花的週期控制方法、浸泡時間

與溫度控制；和浸養過程必備的知識等。

時間：下午 2：00~4：00（星期日）

日期：6/1

費用：$80(包材料)/$50(不包材料)

地點：會址      名額:10 名

備註：材料包括水仙花頭 2個和不銹鋼 水仙雕

花刀一套

6

~趣味編織班（初班）~

導師：劉巧珍 

內容教導編織技巧，會員經過四堂學習可掌握到基本的編

織的技巧及有自己的製成品，如時款披肩等。

時間：下午 7：00~8：00（星期六）

日期： 5/1，12/1，19/1，26/1

費用：$200(包材料)/$150(不包材料)

地點：會址     名額:10 名

備註：材料包括編織針一套和冷球

7

~免費投資講座~

李錫富先生於 2000年加入霸菱資產管理為基金銷售部主

管，擁有十多年豐富基金銷售經驗。李先生持有美國加州

聖地牙哥大學工商管理榮譽碩士學位。本會現特邀請李先

生講解現時投資知識；包括投資名詞和注意事項等。

時間：下午 2：00~3：30（星期日）

日期：20/1

費用：免費

地點：會址

8

~免費姊妹茶聚~*

 在一片教育改革聲浪當中，教師無疑是最辛苦的一群。面

對種種的壓力實不知如何調整心情，所以本會希望以茶聚

的形式，安排執委與女教師同工在凝聚輕鬆氣氛的環境下

暢談，分享經驗或訴說委屈，因而使教師享受身心健康。

時間：下午 4：00~6：00（星期六、日）

費用：免費

地點：會址

備註：需致電預約

9 ~免費教師減壓工作坊~ 導師：彭智華先生,是教育心理學家。

運用九型人格和講解等，教導老師減壓。

時間：下午 3：00~4：30（星期日）

日期：13/1   費用：免費     地點：會址

10 ~寄賣服務~ 你有任何自己設計的手工藝品或收藏品嗎?你希望和其他

老師分享嗎?歡迎採用我們的寄賣服務，貨品寄賣服務，

無需按金，不收佣金，固定月費，開放式間格，管理完善，

寄賣之貨品除了在本會址展示外也會在本會網址上展示！

費用：每兩個月租金＄50(細箱)

            每兩個月租金＄80(大箱）

尺寸：闊 17ｃｍ × 高:17ｃｍ×深:17ｃｍ(細箱)

　　　闊 17ｃｍ × 高:34ｃｍ×深:17ｃｍ(大箱)

備註：如貨品太大，可放貨品照片。 

*常規課程每月都開班。費用一旦繳交恕不退還！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2787~7312並於三個工作天內寄回支票。或親身到會址報名。

可參加多項活動，活動表格請到網址下載

2



               

 

　　去年的三月八日，在一郡熱心真誠、極具愛心和承

擔的姐妹同工的努力下，傳媒的見證下，香港女教師協

會誕生了。被推為主席的我，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和滿

腔的興奮接過火炬，與同工們攜手踏上互勵互勉的征途

。

     二零零六年九月是我「入行」的第四十一年。我是

一九六六年九月開始「執教鞭」的。四十年來經歷了個

人及專業上巨大變化。個人來說我是由一位肩負上擔一

家十口生活的十九歲小姑娘長大至花甲婦人。專業上我

是由一位只有中學學歷的准用教師提升至擁有香港大學

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及教育碩士學歷的合格教師。但最

令我驕傲的都不是這些紙上學歷而是我對「教書」的興

致從未減退，而是至今我仍然非常喜愛「教書」，日常

的工作中最能令我興致勃勃的便是走進課室上課，同學

們期盼的眼光，全心的投入都感動我；稍遜學生的進步

更是我的、「興奮劑」、「強心針」。

     身在前線，我見證了四十年香港教育的發展，近十

七年我更參予了不同的教育團體及政府諮詢委員會的工

作，眼界闊了，視野廣了，人也更成熟了，我十分慶幸

在志同道合的姊妹同工支持下，能夠為女教師及教師整

體發出聲音，把前線工作者的意見和希望，反映給當局

知道，為女教師搭橋鋪路，爭取認同和福利，爭取生存

和發展的空間。

     我多次被問及為何要成立「女教協」，是否性別歧

視。答案非常直接，在香港，當「教師」難，當「女教

師」則更難。已婚的「媽咪」教師在學校加班加點時，

會被問及「你不用回家湊仔呀？」；未婚的則被問「你

再留下去，便嫁不出去了！」；在進修的女教師更被批

為「因住得個碩士，無個老公！」。香港的教師是男女

平等，同工同酬，但是社會的眼光則仍未能與時並進。

衝勁十足的女士，被加上「女強人」的冠冕，是褒是

貶？我們女教師有更多的心理及生理負擔，在投入工作

的同時，需要得到理解、關懷和照顧，而「香港女教師

協會」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希望同工們能大力支持

本會。

主席~~周蘿茜

    本人趙紅梅從事小學教育工作十三年，教育工作是一項辛勞

的工作，但對於我來說卻是充滿新鮮感。每年有一批六年級學生

畢業，又有另一批新的一年級學生到來。每一年都有新面孔，每

一天都很新奇，充滿童趣的事情在自己身邊發生，人也特別有活

力。尤其見到同學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更令自己感到十分自豪。

願每一位播出種子的同行有豐碩的收穫。 

副主席 ~~趙紅梅 3



   

  

   不經不覺間，筆者已從事教育工作十多年。正所謂十年人事

幾番新，不無唏噓與感喟 !香港的教育改革在現代化大都市的巨

輪推動下不斷急促地向前驅動，教師、家長及學生均努力地適應

新的學習模式和方向。然而，人與人之間最寶貴的互信、尊重與

關愛為何會變成猜疑、埋怨與疏離呢？老師疲於終身學習以自保

；家長疲於為口奔馳而疏於管教；學生疲於補習上網而欠反思自

省、抗逆智能與情緒控制的培養。現今為人師表的除了要有學養

、愛心與耐性外，還要懂得心理學與溝通技巧，否則又怎去輔導

及支援學生與家長呢？

   育人工作實不易為，請繼績積極面對，願學生、家長與教師

們共同努力，化怨氣為「體諒」；化緊張為「享受」；化偏執為

「珍惜」，才能共創美麗的人生與健康的社會，願歡笑常伴左右

。

　　一直對教學工作念念不忘，心裡總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重拾教鞭。

    我真的喜歡教書，大學一畢業，就投入這個行業，一教就是五年。

教學的興趣和熱誠是源於教夜校。尤記得初進大學時 ，跟其他同學一樣

，我本想找一份補習的兼職。但就是不能找到合適的。機緣巧合下 , 宿

舍附近的一間夜中學招聘英文老師，我便申請，亦成功獲聘。就這樣展

開了我的教學生涯。

     據我觀察，大部份老師都比較喜歡教成績優異，操行良好的學生。

在教員室內，老師總愛將品學兼優的學生掛在口邊。也難怪，好學生一

向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給予老師很大的滿足感。不是嗎 ?在考試測驗

的時候，好成績的學生往往讓老師感到自己平日的教授有效，同學明白

，成績才會好。

     不過，自己的經驗却是，長遠來說，教好頑皮學生給老師的滿足感

是歷久常新的。這些學生雖然未必在事業上有很大的成就。不過，我的

體會是，他們倒是很長情，很尊師重道的。現在，我仍然跟幾個求學時

令老師大感頭痛的學生保持聯絡。每當談及他們在學時的「惡行」，我

們都會哈哈大笑。說到底，他們當時都只是少不更事的小伙子而已。

    現在雖然在大學負責行政工作，但工餘時也會教授一些成人課程。

對教育界的事情仍是很關心。今次能夠與多位志同道合的教育界女同工

組成女教師協會，為香港教育事業盡一點力， 實在感到很榮幸。

 副主席 ~~吳俊梅

　

副主席 ~~李瑞美

副主席 ~~ 　何麗霞

    偶然的機會有幸跟一群有志為女性的教師伸張正言的教育同工，一起

組織及凝聚各人的力量。為業界的大多數女士，發出音聲。讓社會大眾認

識及了解女教師於教學生之餘，仍需為家庭辛碌的事實。除定期發表專業

的調查外，還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參與的同工有身心、靈的安舒。期望

女教師們都團結一致，為整體的教育、自己的家庭及社會作出貢獻，更為

大眾支持及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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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女教師協會，才知道我們的女同工，

是如此幹勁非凡，活力十足。作為一個女教育

工作者，一直盡力發揮女性特有的專長，去教

導我們的學生。我們用無限的耐性，天賦的溫

柔，專業的知識，讓我們的學生穩步成長。

作為一個女教育工作者，我們除重視工作及學

生外，我們也需要多了解個人的專業權益，更

要有均衡的心智，健康的體魄，去實際教育理

想，去應付多變的教育政策。

參加女教師協會，我一個很珍貴的機會，讓我

與其他執委一同工作，籌劃活動，為我們的女

同工服務。

副主席 ~~趙珏老師

副主席 ~~ 黃志豪

執委~~何慧貞

　　在緣分的天空下，我終於遇到她—香港女教師協會，她彷彿一支獨

秀，脫穎而出。她既是一座連接着教育前線的女教師們與政府教育部門

之間的橋梁；她也是一個可讓女教師互訴心事、分享經驗的平台；她又

是一個孜孜不倦培育女教師們業餘增值的肥沃園地；她還是維繫中港兩

地教育交流的紐帶。本人能成為該會的一份子，深感榮幸，可以為協會

出一份薄力，還可以緞練自己、增長社會服務的知識和能力。本人以教

育為己任，深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均有此抱負，要實踐全人發展而崇高

的教育理念，前提是要有一批專業及身心健康的教師，而關注女教師們

的切身利益與身心健康正是香港女教師協會的服務宗旨，但願有心人能

與我們一起在滋潤的空氣中成長。

顧問 ~~ 張民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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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工作了三十四年。這所學校是我的老

師麥嘉倫姑娘及白智貞姑娘教士於一九五四年秋在九龍石硤尾村創辦

，為基層市民提供優質教育服務。一九七二年九月我開始在嘉智中學

任教至今；學校經歷了私校的年代，八二年獲准成為政府資助文法中

學，八八年遷校往屯門這一切見證了香港教育的發展。嘉智中學早年

也提供夜英專課程給予石硤尾區內的居民。

   我的教會神召會石硤尾堂於二覂零二年向政府申辦一所幼稚園於梨

木樹。我們辦學的理念源於我們的老師麥嘉倫教士：用愛心為基層市

民提供優質教育服務。蒙 主恩典；開辦學校近二年，獲區內居民支持

，幼稚園成為一所受家長歡迎的學校。

   我於八一年開始在官立夜中學任教青年課程，開始參予成人教育服

務。八三年從海壩街官小中心調往伊利沙白中學中心任教科學及數學

科。其後政府於二零零三年開始，將官立夜中學外判予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運。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獲委任為夜中學校長；夜中學學

生普遍勤奮向學。我支持持績進修，特別是希望政府提供資助文法夜

中學課程給予基層人士，提升他們的知識和生產力，達至知識形經濟

社會的需求。透過教育，減低知識和生產力差異，有利去改善整體工

作人口的質素，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

執委 ~~陳碧珊

執委 ~~周水英

　　每人都會經歷過幼稚園階段，無疑

此階段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其中一個重要

的時期。生活態度，待人接物都是從小

培養。因此，除大、中、小學外，幼稚

園教育及幼稚園教師的權益也是我們值

得關注的地方。

執委 ~~陳淑梅

在一個機緣巧合下我當上了香港女教師協會的執

委。在這一年中，透過參予會務，我接觸到很多新事

物，充實了自己，亦認識了很多女同工，有些更成了

朋友。會務工作有苦有樂，但整體來說是一個愉快的

經驗。

香港女教師協會成立以來，舉辦了不少活動，在籌辦

活動過程中，困難不少，尤其是時間方面，因各執委

都是全職教師。慶幸大家都能互讓互諒，困難都迎刃

而解。很多會員在活動後都讚賞我們的努力，當然也

有會員指出我們不足之處，我們一定會努力改善。

    香港女教師協會是屬於香港所有女教師的，希望

女教師都能支持「她」一年比一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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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氣　　　　　　　　　　　　　

　　　　

   手執教鞭只幾年時間，可每天都面對不同性格、特質、才能、想

法的學生與家長，有時，感受良多。焉則，是正面感受多，還是負面

的來得排山倒海？

   初出道的時候，焦點、集中力、精力、時間都放在學生身上，世

界就只有學生。就是面對越上心的人和事，人就越容易變得脾氣暴躁

，只因心裡真的很著緊。每天每夜都和稍微跟不上與稍微不聽話的學

生在互相消耗，所消耗的，不只是體力時間，還有意志、耐性，甚至

理想。其後，學會了給予學生多一點的空間，了解到每個人開竅的時

間就是有差異，恨是恨不出鋼來的道理後，才驚覺原來我當時缺少了

的，就是一點支持與鼓勵。知識總得學習、要求總得要有，人才有進

步，學生能接收到你這個意思就應該不會學得太壞了吧。

   面對處理學生的問題以後，家長就殺埋身。很奇怪，有的家長很

喜歡 ( 抑或渴望？ )老師懲罰其子弟，是奉信嚴師出高徒，玉不打

不成器的想法吧。誠然，老師總是比較接受這一類家長。並不是說我

們真的會為了迎合家長的要求而多懲處學生，而是，我們都知道家長

很放心把子女都交在我們手去管教。信念一致，相信老師以教好學生

為最大前提，是對我們的支持與肯定。有的家長支持老師罰，有的卻

對老師懲罰學生抱極反感負面的看法。我想，老師總有收過學生家長

打電話到學校來，以接近質問式的查詢，是不是？「你為什麼要罰

他？」「罰了就會變好嗎？」都是常聽到的第一句。

  那時我想，做老師真不容易，要處理學生，也要處理家長。有的

家長又往往比學生更難纏，以為我是地獄派來的使者，以折騰學生為

己任，以為我是個變態。想通了之後，就花多一點時間向家長解釋我

並非來自地獄，也並不變態，而只有要教好學生的信念。教師與家長

就是互相合作的關係，絕非對立。搞清楚關係，多一點了解，往往要

靠老師先走出第一步。

  做老師的，差不多每天都要引領學生學習知識，在知識裡提取智

慧、學習長大，在社會上做個正直盡責的公民。能與一群志同道合的

同伴做這樣任重道遠的工作，是艱辛，但又是老師們的福氣。不要忘

記，這個真的是福氣，任再排山倒海的負面感受來襲都不能減退的福

氣。

執委 ~~冼佩雯

我是冼佩雯 , 很高興能成為女教師協會的執委成員 , 希望

能為大家服務 , 請多多指教！

執委 ~~邱芷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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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過  度  競爭及前景不明朗的局面  　　　　　　不平人 

　

     教育本是一項「育人」和「樹人」的工作，有賴前綫、執教鞭的「靈魂工程師」努

力，身體力行。為學生、家長子女建立優良的言行傳模。唯近年的教改及課改，使原先

穩定及和平的教育隊伍產生巨大的變化。

     因應人口出生率漸年下降，政府又大量興建千禧校舍，使原先建築面積小，但辦學

優質的傳統村校及屋邨學校就被迫停辦，即被「殺校」。此舉一出，原先和諧溫馨的校

園生活就頓時改變。校長既要領導教師為「收生」的緣故，大搞推廣活動。更將應留作

休息的師生時間，來進行比賽訓練、課外表演、考試操練，才能滿足現今以 ''市

場''及''用家''為主的要求，家長也常以學校是否做得最多為衡量標準。故此，各校都

以設計最多的活動為榮，亦各以教師在校工作時間最長為「買點」。使師生都「忙於奔

命」應付各種新加及新設的訓練、操練、進修、比賽等……致學生的「全人發展」、

「創意思維」、「愉快學習」都變為虛設的口號目標。

 因為要「縮班」和「殺校」的緣故，校內、校外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及「殘酷」。背著

養家的擔子，那怕相識多年，也要反目「為口」競爭，以保「飯碗」。校內以「結黨」、

互評作剷除異己的手段、聚眾「塗黑」對手……校外亦因利益衝突的緣故，身為教育界

的人竟將別校的不利消息刻意散播、揭人陰私，更不用不同途徑宣揚，以打擊對手，此

種種不道德的行徑，發生於道德的把關者教育界郡中，實為諷刺。多年來的良性競爭，

更使有心教育的人灰心及失望，離開教育團隊。如果此種歪風不被矯正，下一代又怎樣

得「良師」、「益友」的教化？

    希望教育界人士面對職業危機時，也能堅持良知，以學生的利益，用愛心和尊重的

操守，不單對待校內的「用家」，也用同樣的態度相同處校內的同工。因為校內的同工，

才是他們真心的合作伙伴。這樣才可以建立「師表」、「師德」的典範，使教育工作變

得有義意。「育人」及「樹人」的任務，可繼續。歷代的教育各家，都以他們自身的德

行、言語，作為後人學習的榜樣。以犧牲、捨己為教育，才得業界景仰。

    最後，筆者呼籲各位教育同工，雖然面對過渡的競爭、不明朗的前景應緊守教育的

操守、良知，以培養下一代好行為、好品德、好公民為己任。不讓「不擇手段」、「只

求利益」、「弱肉強食」、「殘害對手」的歪風蔓延。

                                           歡迎投稿：

來稿可傳真至 27877312或電郵至 hkwto_2006@yahoo.com.hk或 chowlosai@yaho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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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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小學女教師交流研習團

　　　二零零六年復活節期間，本會舉辦第一次的交流學習團。主席周蘿茜帶領了一行達三十

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小學女教師到上海進行交流研習。
五天的行程，包括參觀和考察上海市建平實驗學校、應昌期圍棋學校、華東師範大學附屬小學等。透過

訪問這些學校，女教師們了解到上海老師在共同備課、教學研習以及教學評價與督導等方面的情況與經

驗；另外，華東師範大學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的研究室主任沈玉順博士，特別安排了上海市教育研

究室為教師們解釋上海市課堂改革的情況，內容豐富充實，讓教師們有機會認識到上海市在中、小學教

育制度，以及教學改革和發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這次行程，一方面讓教師們透過互相學習，一齊進

步，另一方面，上海之行也讓大家建立了不少友誼，為日後兩地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作了很好的準

備。同時，教師們亦獲發專業研修十五小時的證書。

　　除了拜訪學校，當局也安排了一些觀光活動，從外灘遊覽、南京路購物、城隍廟參觀以至江南水鄉

古鎮 周莊之行，都令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連五天的上海之旅既輕鬆又愉快，帶給教師們不少教

學方面的新衝擊和啟發，讓大家獲益良多。

  

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的週末，香港女教師協會一行四十多位來自不同學校的中、

小、幼教師在張民炳顧問、周蘿茜主席、趙紅梅及吳俊梅副主席及其他執行委員的帶領下訪問

深圳寶安。

   該兩天的天氣非常炎熱，姊妹們仍然興致勃勃參與各項活動。第一站是深圳市育新中學，該

校三位一體，初中收取深圳市各校轉介的問題生，高中則為新鵬職業高級中學，另外更為深圳

中小學德育基地。老師們對育新學校成功轉化問題生的措施感到興趣，亦被廣闊的綠化校園所

吸引。

   下午，訪問團參觀光明農場，觀看非洲孔雀及工作人員餵飼鱷魚，擠牛奶等以及品嚐農場的

牛奶產品。

    晚上，訪問團與寶安的中小學教師舉行聯歡晚會，寶安區教科培中心潘世祥主任致歡迎詞，

接著便是寶港兩地教師輪流表演歌舞，氣氛熱烈。

　二十七日上午訪問團參觀西鄉中心小學。雖然是星期天。張雲鷹校長率領一眾管理層教師熱

烈歡迎。張校長更為訪問的姊妹們作專題講座，真情剖白學校近年的成功轉變，自己的心路歷

程等。 9



《人文遺跡》
作者  羅哲文主編
國際書號
962-238-389-0

定價
HK$68.00

《自然與文化》
作者 羅哲文主編
國際書號
962-238-387-4

定價
HK$68.00

《宗教遺跡》
作者  羅哲文主編
國際書號
962-238-388-2

定價
HK$68.00

《皇家遺跡》
作者  羅哲文主編
國際書號
962-238-390-4

定價
HK$68.00

《悲歡頤和園》
作者 竇忠如 , 劉彩杰
國際書號
962-238-513-3
定價
HK$68.00

《守望紫禁城》
作者 竇忠如 , 劉彩杰
國際書號
962-238-512-5
定價
HK$68.00

《愛．只有你—今生約定的愛情故事》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編
國際書號
962-238-539-7
定價
HK$48.00

《愛．爸爸媽媽—心弦悸動的親情故事》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 編
國際書號
962-238-540-0
定價
HK$48.00

《不可不讀的名人名言 1 ．奮進篇》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編
國際書號
962-238-541-9
定價
HK$46.00

《不可不讀的名人名言 2 ．自強篇》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 編
國際書號
962-238-542-7
定價
HK$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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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讀的名人名言 3 ．增值篇》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 編
國際書號
962-238-543-5
定價
HK$46.00

《不可不讀的名人名言 4 ．人和篇》
作者 張健鵬、胡足青 編
國際書號
962-238-544-3
定價
HK$46.00

《世界最傑出的 15 位青少年》
作者王一平 , 楊劍
國際書號
978-962-238-610-5
定價
HK$48.00

《忙人偷閒哲學──生活輕鬆的法則》
作者 芭芭拉．貝克漢
國際書號
978-962-238-583-2
定價
HK$48.00

《星座與希臘神話》
作者 力強
國際書號
962-238-347-5
定價
HK$48.00

《女人！妳管得住時間—女人要有閒的 35 堂課》
作者 羅塔爾．賽維特博士 , 多蘿．卡梅勒爾
國際書號
978-962-238-560-3
定價
HK$48.00

《紅樓夢與健康養生》
作者 段振離
國際書號
978-962-238-602-0
定價
HK$62.00

《三國與健康養生》
作者 段振離
國際書號
978-962-238-601-3
定價
HK$62.00

《健康探索下半生》
作者  方玉輝
國際書號
978-962-238-603-7
定價
HK$62.00

《傳統泰式按摩手法技法圖解》
作者  王金柱
國際書號
962-238-309-2
定價
HK$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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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愛自由》
作者  黃慶雲
國際書號
962-238-375-0
定價
HK$48.00

《告老師》
作者  何巧嬋
國際書號
978-962-238-575-7
定價
HK$52.00

《飛吧，飛吧，美麗的生命》
作者  周蜜蜜
國際書號
978-962-238-502-3
定價
HK$58.00

《作文全攻略》
作者  方洲 ( 主編 )
國際書號
962-238-535-4
定價
HK$38.00

《克服數學之魔法》
作者  余其昌
國際書號
962-238-517-6
定價
HK$36.00

 1 《小學生閱讀理解 30 篇．低年班》
      國際書號 962-238-517-6
2 《小學生閱讀理解 30 篇．中年班》

      國際書號 962-238-529-X
3 《小學生閱讀理解 30 篇．高年班》
      國際書號 962-238-530-3
定價 HK$38.00   作者    方洲 ( 主編 )

                 1 《中學生寫作必讀》
    國際書號 962-238-518-4   定價 HK$39.00

             2 《中學生寫作必讀（續篇）》
國際書號 962-238-538-9 定價 HK$42.00

                3 《中學生寫作必讀 (加強版》
   國際書號 978-962-238-609-9 定價 HK$42.00   
                                   作者    漢聞

《中三女生的心事》
作者  韋婭
國際書號
962-238-382-3
定價 HK$42.00

《新鮮壞女孩》
作者  韋婭
國際書號
962-238-458-7
定價 HK$42.00

《愛可樂的男孩》
作者  潘金英 , 潘明珠
國際書號
962-238-521-4
定價 HK$42.00

《笑一笑。想一想》
作者  阿濃
國際書號
962-238-519-2
定價 HK$38.0012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創建於 1958年，前身為和平書店。經過 40多年的

發展變遷，已由當初單一書刊進出口業務發展成為目前以出版、發行

為主的多元化經營的文化企業機構。

訂購及查詢
1.歡迎致電和平圖書有限公司查詢：(852)28046687

2.欲知詳細資料，可瀏覽和平圖書有限公司之網頁：http://www.peacebook.com.hk

3.和平圖書有限公司之圖書於各大書店有售。

  圖書訂購方法
學校或團體訂購表格

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書日期 Order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姓名 Receiver：_________________送貨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書籍項目(Order Items)

國際書號

ISBN NO.

書名

Title

單價

Price

數量

Quantity

合共

Total

總計 Total

付款方法：請以劃線支票或銀行匯票付款，抬頭請寫''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2號百樂大廈17樓

填妥表格請傳真至(852)2804 6409或郵寄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會與客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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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 ORGANIZATION (HKWTO)
會員資格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2.12.2007修訂版)

   http://www.hkwto.org.hk  

個人資料: *請以正楷及大草書寫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身份証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日日期:________日＿______月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機構 Name of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地址 Office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你的聯絡方法 Contact Address: □ 住址  □學校  □ 手提電話  □其他______＿＿＿＿＿＿＿＿

職位(任教科目) Position(Subjects Taught): __________________教師註冊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Mobile No.: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 中學 Secondary □ 大專 Post-Secondary   □ 大學 University □ 研究院 Postgraduate
□ 其他 Others (請註明 Please state):       
年齡組別 Age Group:
□ 20或以下   □ 21-30   □ 31-40   □ 41-50   □ 51或以上

會員類別Membership:
□ 永久 Permanent (HK$200) □ 普通 Regular (年費 Annul fee HK$20)        　轉為永久會員($180)

介紹人 Referee:  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

Remarks:
• 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２７８７７３１２並於七日工作天內寄回支票。
• 附款請用劃線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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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樓. 

　　　　　　　　　　　　由執行委員會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負責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編號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會費 Membership fee payment: □ 已繳交 Paid 銀行名稱及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批核人姓名 Name: _____________ 簽署 Signature:______________批核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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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

                HONG KONG WOMEN TEACHERS’ORGANIZATION (HKWTO)

會址：旺角西洋菜南街101號金德行4字樓

網址：http://www.hkwto.org.hk

電話：27877311

傳真：27877312

電郵:hkwto_2006@yahoo.com.hk
　　   chowlosai_new@yahoo.com

會址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日

　　　　　　　　　下午一時至八時（星期四及公眾假期休息）

                                  

嗚謝：和平圖書有限公司贊助本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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