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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 2011 年角逐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時，已將檢討分娩假期及訂定男士侍產假為主

要政綱之一；其後在多個場合，包括歷年的《施政報告》諮詢會等都一再重申這項惠及家庭的政

策是急需修訂的。經過多年來的爭取，訴求終為政府接受而落實。 

 

今年的《施政報告》建議延長法定產假，由現時 10 星期增至 14 星期；薪酬比率則維持在僱員每

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薪酬。僱主可向政府申領發還向僱員支付的新增四星期法定產假薪酬。 

 

政府更隨即宣布即日延長所有女性僱員的產假至 14 星期以作為良好僱主的榜樣。其他私人企業

例如兩大會計師樓亦響應政府的建議，宣佈延長女性僱員產假至 14 周，並以「全薪」計算產假

期間工資，即優於《施政報告》建議的五分之四。 

 

延長法定產假委實有實際的需要，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本港女性首次生育年齡的中位數

在 2006 至 2016 年期間，已由 29.2 歲上升至 31.4 歲; 而自 2011 年開始，女性平均都超過 30 歲

才生育，更因生育科技的進步和提升，遲婚女性也願意冒險做高齡產婦。儘管隨着醫學技術的發

展，高齡產婦面對的風險已經可以大大降低了，但她們要生下健康的小寶寶也必須付出更大的努

力和時間。 

 

延長法定產假對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均有莫大好處，例如增加母乳餵哺的機會，而母親更能有足夠

時間去適應生育後所帶來的身體變化，好好調適身心，恢

復體力後，才再投入工作崗位。長遠而言，也可能會有利

於本港偏低的生育率。香港於 2016 年的生育率位列全球

247個國家或地區中倒數第三，平均每名女性僅生產

1.205個嬰兒。這個低生育率若不改變，將會為社會，為

下一代帶來沉重代價；長遠更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包括

勞動人口萎縮、工作人口的撫着養負擔增加、醫療及社會

福利財政負荷加劇等。 

 

世界各地政府都積極制定政策，以消除年輕夫婦生兒育女

的障礙，香港在這方面政策只是在追落後，實應繼續定出

日程，全面落實全薪產假，放寬享有薪產假的規定、延長

侍產假及檢討僱主所承擔的產假薪酬比例等。 

 

當我們在努力推出「家庭友善」政策之餘，也可在此耻笑

一下以「泱泱大國」之稱的美國是沒有有薪產假的，法律

只保證 3 個月的不帶薪產假。 

一年伊始，在此祝福各位同工新年快樂，健康美麗！  

香港女教師協會定必繼續做實事，為同工們的福祉

而努力。 

多年爭取，初見成績  周蘿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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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周蘿茜主席及陳達淇

執委，應邀出席由資深傳媒人岑

逸飛、劉天賜主持的「講東講西」

直播節目，討論香港的英語教與

學。 

~應邀出席電台節目分享意見~ 

~應邀出席畢業禮~ 

11 月 22 日，周蘿茜主席與張民炳顧問

出席聖保祿學校之畢業典禮，與校長黃

金蓮修女拍照留念。 

12 月 7日，周蘿茜主席獲福

建中學王崢英文科主任的邀

請，為該校學生分享了她的成

長故事，與學生們細說她面對

困難時，如何平衡及保持正面

心態，向前邁進。 

~應邀到校舉辦講座~ 

11 月 17 日，周蘿

茜主席應邀出席由

銅鑼灣區議員伍婉

婷女士安排的參觀

「大館」活動。

「大館」是活化工

程，原為中區警署

建築群，現已成為

一處文化匯萃的新

匯點。館內豐富的

文物保育和教育活

動、獨特的建築設

計都是活化的典

範。 

~應邀參觀「大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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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敬幼師日之千人盆菜宴」~ 

12月 7日，周蘿茜主席獲香港幼

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邀請，出席

「敬幼師日之千人盆菜宴」，活動

意義重大，藉此表達對幼稚園同工

的敬意。雖然當日上午細雨綿綿，

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於活動舉辦

前放晴了。與會者都高興地享受美

食，齊齊表揚默默耕耘的幼師，為

社會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舉辦「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學習系列」 

之「校長及教師體驗日」~ 

12月 8日，周蘿茜主席與張民炳顧問連同 57位會員出席

香港迪士尼樂園特意為本會會員舉辦的「奇妙學習系列」

之「校長及教師體驗日」，讓同工們進行了一次有趣、互

動的學習，親自體驗「迪士尼青少年奇妙學習系列」的互

動學習。 
 

現時教育政策鼓勵教師帶領學生走出課室延伸學習，該日

的活動正是示範如何把課室移師到香港迪士尼樂園，由訓

練有素的導師在 3小時的探索旅程中，安排同工們分組進

行課程體驗，分別為迪士尼工作體驗坊及迪士尼動畫教

室，以便日後同工們在為學校安排活動時可作參考。 
 

當日的天氣晴朗，同工們都專心投入三個小時的學習課

程，獲得由香港迪士尼樂園頒發的証書。部分同工更於活

動完結後，會合親朋在樂園內遊玩和拍照留念，渡過歡樂

難忘的週末。 

~應邀出席「學與教博覽會」及周年晚宴~ 

12月 13 日，周蘿茜主席應邀出席香

港教育城舉辦的「學與教博覽會」。

這個博覽會為學校領導層、教師及

其他教育界人士提供專業平台，並

肩探索教育資源及科技的最新發展

趨勢，亦是香港年度大型教育博覽

會。本會多年來均積極支持，傳遞相

關信息給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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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之飛鏢
體驗工作坊 

9 月 20 日之瑜伽伸展及肌筋
膜放鬆運動工作坊 

9 月 21 日之 DIY 冰皮奶
皇月餅工作坊 

10 月 5 日之愛笑瑜伽 10 月 13 日之 Pilates
普拉提伸展班 

本會定期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不同的專業講座和工作坊，讓同工們可以提升專業知識和善
用餘暇，盡情放鬆，以促進身心健康。與此同時亦可加強彼此聯繫。 

~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活動報告~ 

11 月 9 日之腰背痛、坐
骨神經痛症講座 11 月 10 日之之草本左

手香乳皂 

10 月 26 日之脊骨健康講座
︰青少年與成人脊椎問題 

10 月 13 日之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及提昇

姿勢工作坊 

10 月 20 日之
DIY 天然萬用膏 

11 月 16 日之迷你
玻璃盆景工作坊 

11 月 16 日
之脊骨健康
講座︰頭

痛、肩頸痛
症講座 

12 月 1 日之學生創
意展示方式工作坊 

12 月 15 日之 DIY 扭蛋機
製作及妙用工作坊 

10 月 27 日之嗓音
學及聲帶護理講座 

11 月 2 日之樂活身
心靈工作坊 

~2019 年教育會議之專業的未來‧未來的專業~  
陳德恆校長曾任中學校長以及多所著名大學的講師，教學經驗相當豐富。他近年

來一直擔任講師工作，分別到港澳數以百計的學校和機構進行培訓，把多年來累

積的寶貴經驗與校長和老師們分享。他以不同的個案啟迪老師如何面對現今日新

月異、科技發達的社會，解釋現今校長和老師的定位產生了極大的轉變，教育的

方法和策略都必須改變。 
 

教師的工作主要是教導我們的下一代，面對他們的未來，教師必須有對未來的視野，對未來的挑

戰有必要的裝備。此講座中將探索教育事業的急變和不變。  

日期： 3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中午 12:30      費用：全免 

12 月 14 日之
手部痛症健康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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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伸展及肌筋膜放鬆運動工作坊   

本工作坊將介紹一系列肌筋膜放鬆運動，從
身體大肌肉的肌膜著手，利用瑜伽按摩球來
放鬆短縮的肌筋膜，再配合瑜伽的體位練習
和伸展動作，放鬆過緊的肌群和肌筋膜，減
輕痛楚。 

日期： 1月 3 日至 1月 3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225元/5堂 

Funky Dance 減壓健康舞工作坊 

學員透過輕快的中西流行樂曲，配合充滿動
感的帶氧韻律動作及簡易舞步，合舞蹈和運
動於一身，肺部可吸入更多氧氣，加強心肺
功能，增加肌肉彈性及柔軟度，透過大量排
汗更可排出毒素，燃燒體內多餘脂肪，加強
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日期： 1月 4日至2月 1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至 8:15 

費用： 180元/4堂 

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工作坊之手提袋    

Découpage 是一門歷史悠久的高雅拼貼藝術，
做法簡單，只要把喜歡的圖案剪下，拼貼在可
愛雅緻的飾物上，製作成獨一無二的飾品！ 

本課程導師將介紹 Découpage 拼貼的步驟和
基本技巧，教授學員製作一個凸顯個人風格的
手提袋，讓學員享受不一樣的拼貼樂趣。 

日期： 1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至 9:00 

費用： 160元 (已包材料費) 

天然手工皂工作坊之開心果胡桃皂 

導師將教導學員製作具保濕滋潤功效的開心
果胡桃皂。開心果胡桃皂由澳洲胡桃油及開心
果油製作而成，兩者皆是非常滋潤的油品，與
皮膚的油脂相似，因此滲透性高，容易被人體
吸收，而且保濕效果相當好，洗感滋潤卻不油
膩，更可幫助延緩肌膚老化，尤其適合成熟或
乾燥肌膚。  

日期： 1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費用： 240元 (已包材料費) 

備戰馬拉松盛事︰肌肉恢復及放鬆    

每年不少人都會參加馬拉松的盛事，當中的長
跑項目要求運動員在盡可能減少體力消耗的
情況下，保持既定的速度去跑，講求體力、技
術、心理和營養等的配合。進行跑步訓練時，
運動員往往會遇到「練甚麼？」、「練多少？」
和「如何練？」等問題，而且跑步後，更會感
到全身酸痛，若要避免這樣的狀況，運動員賽
前必須下點功夫，以讓身體獲
得最好的休息以及修復。 

日期： 1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至 9:30 

 費用： 50元  

   帶氧健體伸展運動工作坊 

隨著年齡增長，肌肉退化、關節僵硬，加上
都市人生活繁忙壓力大，造成神經緊張。本
課程透過不同伸展動作及鍛鍊肌肉訓練，提
升心肺功能，增強肌力及肌耐力，改善關節
靈活性、身體柔軟度以及平衡力，預防慢性
痛症等問題，也可糾正學員日常錯誤的姿
勢，使其身體達到健康體適能的水平。 

日期： 2月 16 日至 4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3:30 

費用： 270元/6堂 

ZUMBA FITNESS 與提昇姿勢工作坊  

Zumba 是來自南美的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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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毋須
舞蹈經驗，只要隨着導師帶領舞蹈就可享受跳
舞樂趣。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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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月 16 日至 4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至 5:30   

  費用： 270元/6堂 

日本和諧粉彩之藝術治療工作坊  

和諧粉彩是一種療癒的藝術，由
日本細谷典克師創立。學員毋需
任何繪畫基礎，只需要用手指直
接繪畫，繪畫過程中令心靈產生
平靜、和諧的感覺，回歸兒時無

憂無慮的狀態，放下成年人的煩惱。本課程除
了學習和諧粉彩的技巧外，導師還會教授學員
如何利用和諧粉彩的技巧，為有特殊學習需要
或有情绪問題的學生進行藝術治療。 

日期： 2月 22 日至 3月 1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 至 9:00 

  費用： 340元/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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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健絡功工作坊  

本工作坊導師多年來跟隨師父學習內丹、氣功
及 Yoga，她歸納了多年練功心 得，揉合了氣
功、瑜伽、太極等各門各派，自創了一套以「鬆
筋舒筋」為本的《養 生健絡功》。此功法動作
簡單，可拉鬆筋骨，只要做得到位，可使體內的
微循環、 腺體及經絡暢通，血氣運行暢
順，更可舒緩痛症，使練功者容光煥發。  

日期： 2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全免 

      認識泌尿問題講座 

隨年齡增，泌尿系統容易出問題，雖然女性泌尿
科疾病問題在香港十分普及，但不少患者都諱
疾忌醫，其實，這些困擾婦女的問題，皆可以透
過治療及護理。是次講座特別邀請泌尿外科專
科張皓琬醫生為同工即時對話和解答如何治療
尿急尿頻尿失禁問題，為同工詳細講解尿失禁
的種類、原因、預防和治療。 

日期： 3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至 8:30 

費用：全免 

天然手工皂之甜杏仁薰衣草乳皂 

本工作坊導師將教導學員製作具修護滋潤肌膚
功效的甜杏油薰衣草乳皂。甜杏仁油含維生素
A、維生素 B 雜及維生素 E，也含豐富礦物質，
不但洗感清爽，滲透性也不錯，適合乾性和油性
皮膚。薰衣草精油有助安眠，而乳油木果脂含豐
富的維他命群，適合乾燥敏感的皮膚。 

日期： 3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費用： 240元 (已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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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平日肩、頸、腰背
等積存的疲勞透過溫和方式來消除。  

日期： 3月 14 日至 4月 1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180元/4堂 

iSTREAM Display Board DIY 工作坊 

教育界近年强調專題研習或主題學習，在學生
展示報告的形式上多也只限於平面或影片，缺
乏變化、創意及趣味，也局限了老師在展示學
生作品上的方式。我們如何用更有樂趣和吸引
的方式教育學生展示成果和發揮創意？相信
教師們一直也在尋找突破。本工作坊正是突破
分享，以 Display board來令教與
學變得更有意義，突破框框。 
日期： 3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1:00 
費用： 250元(已包材料費) 

Belly Dance 肚皮舞 

肚皮舞是一種帶有阿拉伯風情的舞蹈，其特色
是舞者隨著變化萬千的快速節奏擺動臀部和
腹部，舞姿優美，變化多端，而且多張顯阿拉
伯風情，以神秘著稱。近些年，肚皮舞已在世
界各地廣為流行。強調胸、腹、臀部為中心的
舞蹈，從舞蹈中可以訓練胸、腹、臀肌肉，改
善線條，更可以運動到骨盆腔，按摩內臟等，
配合音樂，是一種好玩的舞蹈。  

日期： 3月 15日至 4月 1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至 8:00 

費用： 250元/4堂 

靜觀色彩減壓工作坊 

色彩本是一種物理現象，沒有情感，但人們卻可感受到色彩的情感，這是由於人 們長期積累着許多
有關色彩的視覺經驗，當這些經驗與外來色彩發生某種呼應時，就 能在人的心理上牽起某種情緒。
本課程的目的，是讓學員認識色彩背後的智慧，了解 色彩與身體、情緒對應的關係，
並學習利用色彩臨在靜觀法，舒緩壓力，更可利用顏 色為日常生活增添喜樂。  

日期： 3月 30 日及 4月 6 日及 4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00 至下午 1:00     費用： 250元/4堂 

詳細資料： 

活動舉辦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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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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國慶期間教育局及中聯辦均會舉辦教育界訪

京交流團，今年在女教師會的安排下我們有幸參

加了六天的訪京團，與接近 130 位同業到北京及

山東兩地作專業交流。主辦單位細心安排不同形

式的交流活動，在行程初期安排參觀當地中、小

學及幼稚園。我們被邀請參觀中國科學幼兒園，

一所以科學為課程重點之一的特色幼兒園。校園

的每個角落均放有與科學相關的可操作的教材教

具及幼兒的實驗成果，走廊牆上貼上國家著名科

學家的相片及生平歷史，走進校園便彷如參觀一所小型科學館一般，在潛移默化下培養幼兒

的科學思維及探索精神。 

 

在參觀故宮博物館的行程中由單霽翔院長主講的講座，加添我們在管理學的新視野，單院長

分享在改革及收線修繕故宮的工作中，怎樣保護、傳承、傳播和研究故宮文化。他把傳統及

現代的管理手法自然結合，令我們為之敬佩，獲益良多。肩負教育工作重任的我們亦要好好

學習保存中國優良傳統之餘亦應與時並進，發展切合同學興趣及需要的課程。 

 

楊潤雄局長及中聯辦教科部何金暉處長在百忙

中亦抽出兩天與我們一同出席交流活動包括參

觀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等。行程

尾聲，全體團員在人民大會堂獲人大常委會蔡

達峰副委員長接見也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在

整個行程中確實見證了國家改革的豐盛成果，

我們香港教育界的同工，也應一起為我們的  

孩子而努力！ 

2018 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學習之旅 
勞小慧校長 

司徒綺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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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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teaching for over 10 year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This year, I am so lucky to be one of 

the selected candidates of the 5th Young Women Actualiz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We call ourselves ‘half the sky’. 

 

In this programme, I can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fields which I can gain insights on my           

capabilities not only in teaching. I can also broaden m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y attending       

different seminars and events. This programme allows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Bay Area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articular how 

Hong Kong capitalizes on the unique advantages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and so much more.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mid-March this year. Mrs. Laura Cha, Shih May-lung, the 

Chairma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was invited to give a speech to the      

candidates. It was my first time to meet her and I was so impressed by her speech. As a mother of 

two children, Laura has managed to juggle the pressure and become a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woman in both Hong Kong and mainland. To make it short, she is one of the best female role    

models a woman could have. In her speech, she told us that we should never 13 be satisfied with 

what we have at the moment but equip and upgrade ourselves for a better future and chances to 

come. 

 

Two weeks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we went on a 

field study and practicum at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and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 had a chance to visit some enterprises such as 

Huawei, Hytera and Da-Jiang Innovations. By visiting 

these enterprises, we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really 

growing rapidly. For example, Da-Jiang is one of the 

top drone applications companies in the world now a 

days. The latest drone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human 

body detection control. Drones can also be used in         

tourism industry which can merge with VR to let      

disabled and elderlies to visit sites accessed only via 

steps. For another enterprise, Huawei, while everyone is 

using 3G or 4G cellular frequencies, Huawei is          

developing the 5G cellular frequency and it is coming 

out very soon. Besides, the newest smart phone model 

of Huawei has made a serious competition to the      

iPhone X now.  

 

More seminars, field studies, service projects and   

sharing sessions are waiting for me to join throughout this programme. Even though it is not over 

yet, I am already having a feeling that this programme is bringing a dramatic evolution to my life! 

Half the sky programme  CHIN Tik 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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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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4 堂(每堂 1小時) 、$450/4 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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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同工參加。 

 
星期一 

全身伸展治療 

瑜珈班 
下午 

2:00-3:15 

—————— 

現代排排舞 
下午 

3:45-5:15 

6:30-8:00 

7:00-8:00 

8:00-9:00 

——————— 

Slim Dance 
下午 

7: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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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ky Dance 
下午 

12:30-1:30 
6:30-7:30 
8:45-9:45 

星期二 

肚皮舞 
下午 

2:30-4:00 

——————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5:30-6:30 
6:40-8:10 

8:15-9:15 

——————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7:30~8:30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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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mba Fitness 

下午 

8:35~9:35 

星期三 

肩頸腰治療伸
展瑜珈班 

下午 

6:00-7:00 

7:30-8:30 

7:25-8:25 

—————— 

普拉堤瑜伽班 

下午 

5:00-6:00 

6:15-7:15 

—————— 

Funky Dance 
下午 

8:40-9:40 

—————— 

Slim Dance 
下午 

8:40-9:40 

 

星期四 

Funky Dance 
下午 

2:00~3:00 

6:30~7:30 

———-—— 

K Pop Dance 

下午 

7:30-8:30 

———-—— 

帶氧健體 

伸展班 

下午 

5:30-7:00 

—————— 

肚皮舞 

下午 

7:15-8:15 

8:15-9:30 

星期五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班 

下午 

2:00-3:00 
——————- 

現代排排舞 
下午 

2:45-4:15 

4:30-6:00 

——————— 

肚皮舞 
下午 

6:30-7:30 
——————— 
Funky Dance 

下午 

6:30~7:30 

7:30~8:30 

8:30~9:30 

8:50-9:50 

——————— 
Zumba Fitness 

下午 

7:30-8:30 

7:45~8:45 

星期六 

現代排排舞 
上午 9:45-11:15 

—————— 
普拉堤瑜伽班 

上午 10:30-12:00 

—————- 
全身伸展治療 

瑜珈班 
下午 12:45-2:00 

—————— 
肩頸腰治療 
伸展瑜珈班 
下午 1:00-2:30 
       2:45-3:45 

——————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班 
下午 2:15-3:15 
       3:30-4:30 

—————— 
Funky Dance 
下午 4:00~5:00 

4:40~5:40 

本會自 2009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200 間學校，希望同工們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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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透過各專業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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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本會網
頁<www.hkwto.org.hk>下載表格。 

項目： 

家長講座：家長如何協助子女英語學習 

教師講座：「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學校法律常識講座。 

身心健康講座或工作坊： 

中醫師主講：廿四氣節食療、聲帶疾病的中醫藥治療與護理、肩頸痛治療與護理、共振音樂療法、
一日全天養生坊、感冒治療與護理、中醫與香薰美容講座、減壓--精油與中藥的療法、手部按摩講
座、中成藥養生錦囊講座、常用保健及急救穴位應用。 

物理治療師主講：常見足患及護理方式、護脊護足健康操、工作常見腰背痛及腳痛、腰背及下肢痛
症的預防方法、運動常見創傷及預防方法。 

專業導師任教：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中醫健康食療、瑜伽伸展+肌筋膜放鬆運動、帶氧健體伸展
運動、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創作、幼兒成長及體適能運動工作坊及不同類型舞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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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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頭四個號碼)                     生日日期: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退休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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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寄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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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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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優惠 

網上申請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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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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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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四川和雲南等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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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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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