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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交流月(2018)「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 

遊戲治療是以遊戲方式與有情緒及行為困難的兒童溝通，

以遊戲作為治療的媒介，將治療元素加入遊戲情景中，從

中了解他們的情緒、想法及內心世界。 

 

3 月 10日，本會十分榮幸成功邀請陳思欣女士舉辦「遊戲

治療如何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講座，學員踴躍參與分

組活動，講者與他們探討遊戲治療如何幫助中學及小學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加強學員對遊戲治療的認識。   

  應邀出席電台討論教育政策 

由 2018 至 19學年(今年 9月)起，特區政府會向全港公
營中小學提供經常性津貼，以推廣閱讀文化，預計每年

涉及經常性開支約 4800 萬元。 

 

4 月 19日，周蘿茜主席獲邀出席香港電台第三台(英文
台)Backchat時事節目，參與討論學校可如何妥善運用

政府所增撥款以推動閱讀計劃。 

2013 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

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 的重大倡

議。在「一帶一路」發展過程中，香港在社會及經濟發展

方面將迎來許多新機遇。香港學生應及早了解「一帶一

路」為香港帶來的契機，從中積極發掘能夠一展所長的機

會和空間。 

4 月 14 日，本會特邀請四川大學王曉路教授於香港教師中心舉

辦講座，為教育同工講解「一帶一路」發展對學生升學和就業的

啟示，透過講座加強同工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從而協助學生

裝備自己，迎接「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發展對學生生涯規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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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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5日 

旅遊泰語知多 D 

3 月 10日 

體驗茶坊之一餅好茶的故事 
3 月 17日 

天然手工皂工作坊 

4 月 14日 

趣味韓語班  

4 月 7日 

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4 月 27日 

中醫體質與健康食療工作坊(一) 

5 月 4日 

DIY絲網玫瑰花工作坊 

5 月 5日 

DIY純天然潤唇膏工作坊 

5 月 10日 

健康生活在於動  

5 月 19日 

全身伸展伸展治療瑜伽班  

5 月 17日 

瑜伽伸展及肌筋膜放鬆運動工作坊  

5 月 25日 

中醫體質與健康食療
工作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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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Love Babbling~ 

We adopted Mimi about 15 months ago when she was already 10. She was not in the best of 
health - overweight for being fed with “growing” diet, dry eyes with sticky lashes, blood in 
urine, dry skin etc. On top of all these, she sometimes gasps with the tongue out. 

 

As Mimi is a beloved member of the family, we have been doing our best to attend to her   
problems. The expenses involved are horrendous. Her special diet for dogs with urinary stones 
is $150 for a bag of 1.5 kilo. Three small bottles of eye drops cost $922. We simply cannot          
understand why animal medical care is so costly. 

 

But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money, there is so much inconvenience  Last week, I took Mimi to 
the family vet to check on her heart condition. Recently, she pants and goes into spasm      
whenever she gets too excited such as when she hears strangers passing by our door.  The vet 
said that there are abnormal heart murmurs and advised us to see a veterinary cardiology      
specialist. She gave me the phone number to call. 

 

I did the next day and was told that appointments for the week are only made on Tuesday. The 
lady said that I had to start making the call right after the line is open at 9 in the morning        
because time-slots are usually filled within an hour. 

 

 

So the following Tuesday at 9 sharp, I made the call. But once the call was put through, it 
ended. Fortunately, I just had to touch that icon to redial. That I did. Guess how many 
times in total? 183 times! My friend said that they had such experience when they were 
making online ticketing. But this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for me. At 9:23, I was put through and 
a recording told me I was number 21 in the queue. Another wait of 20 minutes! A human voice 
finally sounded at the other end at 9:43. In 2 minutes, the appointment was arranged. I was also 
told the charges. Examination is $1800 and any thorough echocardiogram, electrocardiogram 
and thoracic radiographs etc. would start from 
$6000. 

 

Of course, there is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I am sure the charges would 
be lower. I would definitely look into that! 

 

We need more animal care providers. Hurray to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Animal care in great demand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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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been teachi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before I left my last serving school. All the time 
since last August, apart from doing household chores, I have also helped manage the company 
owned by my family. Switching from one field to another of course has taught me a lot about 
things outside the education world, but what comes alongside is a feeling of confusion and    
anxiety arising from my day-to-day personnel management. At some point, I felt that moral   
values are disappearing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e real headache for me is some young staff never arrive on time in the morning. Different 
measures have been tried out but in vain. Salary deductions have no deterring effects while a  
rewarding system gives no motivation. Even worse, I am the only person in the management 
who thinks that being late for work is a problem. Clearly, I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et of 
values and expectations from everybody else. 

 

I talked to a few friends of mine to seek advice. It gave me quite a shock when they all told me 
punctuality almost does not exist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t’s productivity that counts”, 
“Being late for 10-15 minutes is the norm in my company” and “You cannot run a business with 
the mind-set of a teacher” are some of the remarks made. They made me think that I was being 
too idealistic and did not fit into the business world. I struggled to hold onto my belief and    
convinced myself that punctuality should always be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my company.  

 

I suppose we were taught the importance of punctuality at a very young age. It is not just a    
personal merit which deserves our compliance, but also a duty existing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We teachers definitely work hard to uphold this morality in schools. Our hard work, however, 
does not make all moral principles survive outside the school setting.  

 

This upsetting reality shows that teachers have a challenging job when it comes to moral         
education. While we are instilling correct values into students, we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think 
about how to make good behaviour not only exist in schools, but also sustained throughout a 

student’s life. The key is we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kind of experience which is memorable so 
that it can have a long-lasting effect. This certainly 
benefits not onl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but our    
society as well.  

 

Let us have faith in our ability to shape students into 
responsible and disciplined individuals who are     
committed to practising high moral standards.  

‘A whole new world’ outside the education field  
Mand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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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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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青黛美白洗面手工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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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紫草及玫瑰
油等各種天然材料和油品，可享美白、消炎之
效，再加入玫瑰果油，滋潤與美白兼備，是保
養肌膚的聖品。 

日期： 6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220 元(已包材料費)  

認識 Lapbook 與 Displayboard 

製作工作坊 

本工作坊旨在介紹在美國學校很普遍應用的
Displayboard 和由各種小書、立體頁及轉盤等
組成的 Lapbook，工作坊中，大家會動手製作
Lapbook，並分享如何令教與學變得更有意義。 

日期： 6月 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4:30         

費用： 200 元(已包材料費)  

武當無極養生功工作坊   
武當無極養生功乃武當山獨門養生之寶，世代
秘傳於武當山道人之中，外間難得一見。功法
特色是旋轉疏通，可強化人體大中細血管的內
外微循環及淋巴系統，亦即是疏通到中醫及針
灸所講的經絡穴道，從而達到養生保健及美容
功效。  

日期： 2018 年 6月 15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 至 9:00   

費用： 全免 

AR 和 VR 初探及其閱讀推廣 

之應用工作坊  
簡介基本的 VR（虛擬實境）原理 和 AR（擴增
實境）原理及經驗分享如何利用 AR/VR 推廣閱
讀活動的經驗。介紹學生如何運用智能電話或
平板電腦製作多媒體閱讀報告。 

日期： 2018 年 6月 22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6:45 至 9:00   

費用： 全免 

中醫體質與健康食療工作坊(三)  
教授不同體質的特點與養生要訣、食物的性
味、食療的應用。令學員知道自己或家人的體
質類型，可以合理進行保健調養，達到“治未
病”的目的，從而改善體質，更好地養生，了
解體質的差異，更有助於根據體質確定治療的
方法 。 

日期： 6月 29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7:00-9:00 

費用： 100 元(已包材料費)  

家事手工皂工作坊    
近年不少人崇尚天然，講求環保，減少化學清
洗劑，故用天然材料製作的手工皂因而被受熱
捧。 本工作坊將教導學員製作家事手工皂。家
事手工皂用途廣泛，以芥花油、棕櫚油、椰子
油等成分製成，清潔力超強而不傷皮膚，可用
來洗碗及洗衫等，尤其用來清潔袖口、領口及
不易清洗的襪子，效果十分顯著。 

日期： 7月 18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200 元(已包材料費) 

天然驅蚊三寶工作坊    
夏天蚊子多又煩，除了使用傳統的滅蚊產品，如防蚊液、蚊香、電蚊拍、電蚊燈等
之外，我們可考慮天然無害的驅蚊小物。本工作坊將教授三項實用的驅蚊小物，包
括防蚊凝膠、蚊磚吊飾及蚊怕水，讓學員免受蚊蟲之擾。 

日期： 7月 25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200 元(已包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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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設計及護膚化妝工作坊 

由著名化妝師 Kenneth 親自教授，工作坊將根據學員的膚質、輪廓五官、
化妝習慣及個人風格，以適當的化妝技巧，使學員的容貌煥然一新，塑造出
一個富個性的妝容。 

此外，導師更會教授形象設計、儀態、皮膚護理、各種實用的造型妝容等，並講解髮型服裝飾
品配襯的技巧，讓學員掌握在不同場合時塑造形象的要訣，發揮個人的魅力。 

日期： 7月 23 日及 26 日 8月 2日、8月 6日及 8月 9 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380 元/2 堂(已包堂上使用的化妝品及護膚品費用) 

瑜伽伸展+肌筋膜放鬆運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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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0 日、8月 2日、 

       8 月 6日及 8月 9日   

時間：下午 3:00-4:30 

費用： 200 元/4 堂 

武當無極養生功班 

課程中導師將簡介和教授武當無極養生功，
並講解功法動作與人體自療能力的相互關
係，特別教授防治教師職業病及都市疾病的
功法，最後講解習練的注意事項。 

日期： 7月 20 日、7月 27 日、 

       8 月 3日及 8月 10 日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00 

費用： 240 元/4 堂 

帶氧健體伸展運動工作坊 

本課程透過不同伸展動作及鍛鍊肌肉訓練，提
升心肌功能，增強肌力及肌耐力，改善關節靈
活性、身體柔軟度及平衡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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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0 日、7月 24 日、 

       7 月 31 日及 8月 3日   

時間：下午 3:30- 5:00 

費用： 200 元/4 堂 

土風舞之藤杖舞工作坊 

藤杖舞是埃及的一種土風舞，起源於埃及南
部，是一種帶着長棍跳的舞，這課程導師會採
用充滿活力動感的中東音樂，配合不同快慢的
節奏下揮動藤杖，跳出俏皮的舞蹈，在開心輕
鬆的環境下鍛煉身體，自由地感受快樂！ 

日期： 7月 30 日、8月 1日、 

      8 月 6日及 8月 9日   

時間：上午 11:30-中午 12:30 

費用： 200 元/4 堂 

Funky Dance 減壓健體舞   
流行健體舞（Funky Dance）是一種普及的帶氧舞蹈，其舞步跟傳統舞蹈不同，
不會太過著重技巧難度和動作工整，能讓舞者更自由地演繹對音樂的感覺。透

過全身運動，不同的伸展動作，可協調四肢的活動，增加靈敏度和跳躍力，更可增強肌肉的鍛
煉，加強心肺功能，大量排汗，燃燒脂肪，收緊鬆弛部位。 

日期： 7月 24 日、7月 26 日、7月 31 日及 8月 2日  

時間：上午 10:00-11:30                   費用： 200 元/4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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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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到校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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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舉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座/工作坊/興趣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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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姐)或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相關表格。 

  專業講座/工作坊 講者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英語學習/戀上教學半世紀 周蘿茜 女士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講座/「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講座 葉祖賢 先生 

□茶藝分享工作坊 專業茶藝師 

□認識餐桌禮儀講座 專 業 導 師 

□中醫治療篇講座：中醫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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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美容、咽喉不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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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貼法講座、天灸療法:哮喘與鼻敏感、常用保健及急救穴位應
用等講座 

註冊中醫師 

□營養養生、食物營養、健康飲食、體重管理、健康產品你要知等講座 註冊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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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脊醫/    
物理治療師 

□八段錦:簡易養生保健操、太極拳、養生氣功班   

  

 專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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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工作坊 

□自組興趣班 

魔術班、扭扭氣球造型班、口琴班、拼貼藝術、伸展運動班、手工藝術、瑜珈及不
同類型舞蹈班。 

□其他講座，歡迎致電本會查詢。 

有關的費用，將以個別報價 

歡迎致電 278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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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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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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同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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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肚皮舞 
下午 

6:15-7:15 

------------ 
Funky Dance 

下午 

7: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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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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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Fit Dance 

下午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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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Funky Dance 

下午 

5:00~6:00 

6:30~7:30 

8:40~9:40 

———-—— 

K Pop Dance 

下午 

7:30-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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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 
——————- 
K Pop Dance 
下午 5:15-6:30 

——————- 
現代排排舞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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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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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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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45 
——————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班 
下午 3:30-4:30 

—————— 
Funky Dance 
下午 2:30~3:30 

4:00~5:00 

現代排排舞  
本課程備有初班和中班，希望透過學習
令初學者認識排排舞，從而產生興趣；
而早已認識排排舞的同學，對這種舞蹈
更加喜愛。 

日期： 25/7，1/8，8/8，15/8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初班) 

           上午 11:45  – 1:15 (中班)  

學費： 280 元/4 堂(1 小時)或 

               420 元/4 堂(1.5 小時) 

肚皮舞  
肚皮舞動感十足，深受各年齡階段女
性的推崇，能充分鍛煉身體的不同部
位的肌力及靈活度，不受年齡和體型
的限制。 

日期： 24/7，31/7，7/8， 14/8  

                  (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12:30 – 2:00 (初班) 

學費： 420 元 4 堂(1.5 小時) 

Funky Dance  
本課程透過輕快音樂，配合充滿動感的
帶氧韻律動作，能加強心肺功能，增加
肌肉彈性及柔軟度，促進血液循環及新
陳代謝。 

日期： 19/7，26/7，2/8，9/8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學費： 280 元/4 堂(1 小時) 

Zumba Fitness 
Zumba 是一種開心愉快的帶氧舞蹈運
動，能燃燒大量卡路里，達到燒脂健身
的功效。Zumba 採用充滿活力動感的拉
丁舞音樂， 配合不同快慢的節奏，令人
在開心輕鬆的環境下，不自覺中鍛煉身
體，燃燒脂肪，自由地感受快樂！ 

    日期： 19/7，26/7，2/8，9/8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30 - 12:30 

    學費： 280 元/4 堂(1 小時) 

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班 
利用伸展帶、瑜伽磚輔助，令身體在短
時間能得到休息及放鬆。 將平日肩、
頸、腰等積存的疲勞透過溫和方式在寧
靜環境中與壓力同時消除。強化深層肌
肉及體態。 

日期： 23/7，30/7，6/8，13/8 

                    (逢星期一) 

時間：中午 12:00 - 1:30 

學費： 420 元/4 堂(1.5 小時) 

帶氧健體伸展班 
課程中教導不同的伸展動作，以提升肌
肉的柔軟度及力量；並通過不同的柔動
作糾正學員日常錯誤的姿勢，配合帶氧
運動的訓練，以達至改善肌力與耐力，
同時預防慢性痛症等問題。 

日期： 20/7，27/7，3/8，10/8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學費： 420 元/4 堂(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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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019 年 

香港女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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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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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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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和四川等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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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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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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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