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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十二月，我都會數數手指，感恩自己有多幸福。這已是多年的習
慣! 

 
驀然回首，我曾經歷了不少起落；年幼時的家貧、成年後的被背叛、校園辦
公室內被杯葛!淚水、尷尬、痛苦都嚐過!但為何仍要守着這些苦難不放?生
命中也享受過很多的甜呀！醒覺了，便立即卸下腦袋內的負能量，眼前頓時
晴空一片! 

 
我主宰我生命，我决定我感覺!我感恩身體健康，每周仍可工作四天；我並不富有，但一切的
願望，都能從心!身邊有關心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苦與樂！我的經歷告訴我：凡事都可從正
反兩面看，如何選擇，會直接影響我的情緒。今天的我，眼中全是美善，任何不快，均能一
笑置之！因為生命太珍貴了，絕對不能浪費在痛苦之中！ 
 

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周蘿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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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grateful 
It is that time of the year when you feel you have to count your blessings! I have started doing so as I 
advance in age! 

 

Life has been full of challenges for me: extreme poverty, painful betrayal, excruciating desertion,   
embarrassing office politics etc. You name them and I have been there!  

 

But in the past decades, I have stopped harbouring negative thoughts! Why torturing myself with bad 
experiences when there are equally so many joys that I have been privileged with? This awakening 
ushered in a new phase of life! 

 

I am my own master. I decide how I feel. I am thankful for my good health. After all, not everybody 
is blessed with old age! At my senior age, I still have two jobs working four days a week in a field I 
enjoy. I am not rich but my wants are always satisfied. I have friends of all ages who care for me and 
we share joys and chores! I live in this clean and safe city of Hong Kong.  

 

Everything is relative depending on which way you look - positive or negative. And so will your 
mood swing! Trust me. I have learnt it the hard way! The person I am now sees goodness in          
everybody and everything. Unpleasantness is easily and swiftly brushed off with a smile.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be spent in misery when the choice is yours!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因應學校教學語言政策已接近教育局重新檢視的階

段，在 2020-2021 學年，香港女教師協會與香港教

育政策關注社進行了一項「高中學生對教學語言政

策反應」的調研工作，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對教學

語言和英文學習的要求。調查成功訪問了 1241 名高

中學生，他們來自十所不同成績組別的學校，結果

顯示：高達 65.43%的學生擔憂現時中學文憑試課程

所學習的英文與日常生活欠缺足夠的關連；只有三

成的受訪學生表示，現時在學校所學的英文可以應

對將來升學，就業和社交生活等需要； 54.47%學生

認為學生應有機會選擇適合自己的教學語言，這項調研結果在 9 月 23 日公佈時，獲個多

間電視台、電台和中、英報章報導。  

公佈高中學生對教學語言政策反應的調查結果  

探討「葉問詠春在港流播發展」工作坊  

葉問詠春被列入為《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産清單》，李家文博士及

其研究團隊由 2015 年開始，花了數年時間追訪葉問宗師後人，徒弟

及徒孫，搜集了從未公開，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並出版

《武藝傳承：香港葉問詠春口述歷史》著作。 

於 10 月 23 日，本會十分榮幸邀請《武藝傳承：香港葉問詠春

口述歷史》作者李家文博士為教育同工舉辦「葉問詠春在港流

播發展」工作坊，探討葉問詠春在香港的傳承困境及出路，以

及葉問詠春蘊藏的師徒關係、武德傳承及發揚。 

出席的同工都與李博士作深入的交流及分享心得，獲益良多，

大家都期望藉「詠春的傳承與保育」這個項目，將這珍貴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及保育

下去，讓中國武術繼續在世界發揚光大。 

探討「香港的歷史教育」工作坊 
近年的中學歷史教育，尤其涉及中國部分，先後出現問題，部分個案

甚至演變成為社會事件，當中主要涉及個別教師的專業水平、對學科

的認識、教科書或教材內容偏差和考評事項。社會對這些情況意見紛

紜，莫衷一是。 
 

為著使同工們對問題有更清晰的了解，於 12 月 5 日，本會邀請何冠

環教授為同工舉辦「香港的歷史教育」工作坊，當中部分探討本地高校歷史教育情況及相關的

問題，並借此拋磚引玉，帶出正面的討論及與同工們互相交流。  

2 



 

到校服務：肩頸腰痛治療及護理工作坊 
12 月 3 日，本會邀請脊醫王保山先生和筋膜治療師陳健忠先

生到校於聖公會基福小學為教育同工舉辦「肩頸腰痛治療及護

理工作坊」，分享常見痛症的成因及處理，同時現場示範痛症

處理，舒緩同工們肩頸痛的放鬆方法。 

到校服務：肩頸腰伸展治療工作坊 
11 月 4 日，本會邀請運動伸展導師到校於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為教

育同工舉辦「肩頸腰伸展治療工作坊」，這個工作坊運用運動伸展

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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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 
日本和諧粉彩是一種療癒的藝術。「Nagomi」在日文的漢
字中解作「和」，有著和諧的意思，由日本細谷典克
（Hosoya Norikatsu）老師創立，創辦了 日本パステル
ホープアート協會（Japan Pastel Hope Art Associa-
tion : JPHAA）細谷先生希望透過乾粉彩的技巧、簡單的
工具，運用手指繪畫的方法，盛戴情感、抒發情緒，達致
放鬆心情的效果。 

課程內容： 

 1. 學習日本和諧粉彩準指導師課程技巧 

 2. 完成 18 張準指導師指定作品 

 3. 取得培訓準指導師課程的專業資格。完成課堂後，需提交三份畫作為作業及回答簡答題，
課業送件協會後，證書由日本 JPHAA 直接發證，並可任教體驗班課程。 

(A 班) 日期： 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12 月 27 日     時間：下午 1:00-7:00 

(B 班) 日期： 1 月 16 日、1月 23 日、1 月 30 日        時間：下午 1:00-7:00 

學費： 5800 元(會員價)、6000 元(非會員價)、5400 元(2 人同行需為會員) 

   *費用已包括準指用具套裝及申請日本 JPHAA 證書及電匯費用。 

 

黑紙藝術認證課程 
日本國枝聖子的黑紙藝術認證課程走神秘型格的風格，加上獨特的技法
在黑色紙上畫畫，能夠體驗日本和諧粉彩的另一風格。 
 
課程內容: 
*設 1 天認證課程/體驗班 
*完成 5張指定畫作 
*可申請由日本「國枝聖子」老師發出之證書 
*認證後，學員可自行開認證課程/體驗班授課 
*課程費用包含日本老師英文版筆記、6 套指定專用型板，專業黑畫紙
(日本國枝聖子老師提供) 
*贈送高光筆 3支 

日期:22/1/2022    時間:12:00-7:00pm 
會員優惠價$1800(包含型纸及上課材料費用) 
證書費用另計:電子另加$390(5250yen)及纸本加$524(7000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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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教師好，在下安東尼是一名半退休人士，喜好遠
足、攝影及寫作，20 年前閱讀星島日報時拜讀了周蘿茜
老師的文章，從周老師的回覆電郵獲得她的指點及教
導，英文知識獲益匪淺，其後更與周老師成為網上筆
友，今次因周老師之緣可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照片及文章
實感榮幸； 10 多年前開始對遠足及攝影產生興趣，發現
香港是一個美景處處的福地，很多地方更是世界馳名，而且吸引了各地遊客到訪；反觀香港居民
居然一到假期便外出旅遊而忽略了身邊的地方實在可惜，在下致力在有生之年，盡可能踏足香港
每吋美麗土地及捕捉這片福地的美景與大家分享。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拍攝地點是山頂盧吉道，盧吉道是觀賞維多利亞港最理想的地方之一，〝幽香
暗飄、眼眸泛光、意態若醉、邀人相扶〞是在下形容維多利亞港的美姿，維港是世界三大夜景之
一，其他兩處是日本北海道的涵館及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小弟始終認為維港夜景是世界一。 

 
高於海面約四佰米的盧吉道與夏力道共約 4.2 公里合共環抱整個太平山、柯士甸山及西高山，花
一個半小時便可要成整個旅程，很多香港人以及許多國內國外遊客必到的旅遊景點，亦是在下經
常到訪拍攝的地方，往盧吉道的交通除了山頂纜車外，更可由金鐘地鐵站乘 15 號巴士及由四季酒
店地下交通交滙處乘搭 1A 小巴抵達山頂廣場。但在下喜歡扛着約 20 多磅的器材由中環地鐵站起
步沿德忌笠街、雲咸街、己連拿利、雅賓利道、舊山頂道至到盧吉道，慢慢行不用一個半小時已
達拍攝的地方。 

 
從凌霄閣起步沿盧吉道走約 1 公里是拍攝熱點，在這處可以 180 度欣賞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更可
飽覽整個九龍半島、九龍由東至西的群山包括飛鵝山、獅子山、大帽山亦盡入眼簾，而維港兩岸
的景色亦是一絕，在這處可以看到的維港尤如側身安躺在貴妃床的美人般惹人傾愛、邀人相扶。 

 
入夜後，兩岸亮起晚燈更是觀賞維港的高峯期，在晚間這位美人更像穿起華麗晚禮服及戴上了閃
爍珠寶般令人愛慕。而在每年的二、三霧春季節海港止面會昇起濃霧，有時霧層像把幾座巨無霸
大厦泡浸在霧中，難得一見。 

 
盧吉道亦是拍攝日出的理想地點，尤其是夏季太陽會在維港中昇起，而且夏季的朝霞雲彩特別鮮
豔明媚，令人如沐仙境般，但夏季的日出在早上 5:40，因此要在 4:00 前到達才可捕捉到日出前
的霧光，捱眼瞓是必須的，但能欣賞到美麗景色，一切付出也值得。 

 
在下喜歡拍攝維港的夜景及日出，在這數年間大大話話去了超過二十次，不是每次也有收獲，有
多次是空手而回。每次上山也是獨自一人，深宵的寂靜、無聲、冷清等等有孤寂的感覺，更有洗
滌心靈之效，在下因而寫了首詩描述孤寂: 

魑魅哀聲四野響 

魍魎悲鳴滿山聞 

心極亂  神盡傷 

 

悽風披身身顫抖 

苦雨撲面面瑟縮 

情惆悵  意悽涼 

 

回首前塵淚與汗 

浪跡天涯隨風盪 

血冷凝 氣消沈 

枉追憶 白苦惱 

 

生關死刧與酒吞 

鬱結愁懷隨淚哽 

瀟灑一身往落根 

披星戴月獨起行 

孤寂行                   作者:安東尼 

離群孤雁感悽清 

深宵抱影哭不停 

誰明此心欲問天 

聲嘶力竭天不應 

 

肝腸寸寸斷 

心淚滴滴流 

孤寂苦苦追 

悲痛依依隨 

尋覓一生笑輕狂 

漂泊那堪冷風寒 

 

淚流亁 聲沙啞 

空嗟嘆 徒傷悲 

 

那管世間是與非 

不理俗世名和利 

恩怨煙消抛腦後 

得失隨緣盡放下 

~文章分享~ 
遊子行-盧吉道 

安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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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Kitchen  
自屯馬線全線開通後，往來九龍城的交通變得便利，也吸引

了不少民眾到九龍城吃各式各樣美味的泰國菜。大家對泰國

菜一定不會陌生，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沒有吃過甚至沒有聽

過我接下來介紹的一道菜式，它就是臭菜蛋餅。 

 

臭菜的學名是羽葉金合歡，它的營養價值非常高，而當中蛋

白質的含量比黃豆還要高。由於它散發出一股特殊的臭味，

所以被人稱為臭菜，但是這種臭味於烹調時便會消失，而且

還會變成很濃郁的香味，可以說是聞著臭、吃著香。我自己

很喜歡吃臭菜，但我的家人覺得入口帶有一股煤氣味，所以並不喜歡它。臭菜跟榴槤一

樣，愛它的人會覺得它濃香可口，而不喜愛那股味道的人便會很討厭它。泰國人一般都很

喜歡吃臭菜，也認為臭菜不但不臭而且非常美味。它是每個泰國家庭的一道家常菜，而遊

客於泰國隨便走進一間餐館都能夠吃到它的。但是，我從來沒有在香港任何一間泰國菜館

的餐牌上看到有這道菜。所以如果想嘗試一下臭菜的美味，唯一的方法就是於九龍城售賣

泰國食材的店舖把它買回家烹調。 

 

臭菜最常見的烹調方式就是用來煎蛋餅，網路上也不乏烹調臭菜蛋餅的視頻，我在這裡就

簡單地介紹一下。臭菜買回家沖洗乾淨後，首先把羽毛狀的嫩葉從莖部摘下來，這個步驟

要小心一點，以提防被莖部上的倒鈎刺弄傷手指。接著把臭菜加入蛋漿，調味後下鍋慢火

煎至兩邊金黃色便可。此時的臭菜會散發著濃濃的香味，非常下飯。 

 

地道的泰式吃法是把臭菜蛋餅浸泡在燉煮的酸咖喱湯中，讓蛋餅吸附湯汁後再享用。酸咖

喱湯的做法並不複雜，但是卻需要一點工序及不同的材料，例如新鮮沙薑、大紅椒乾、羅

望子膏、泰國蝦膏、新鮮蝦肉等。雖然九龍城的泰國食材店舖有現成的酸咖喱膏售賣，買

回家後只需用水煮開便可，但我覺得味道遠遠不及自己製作的那麼好。日後各位如有機會

到訪泰國，不妨於當地的餐館嘗試一下正宗的臭菜蛋餅酸咖喱湯。大家很有可能吃一口便

停不下來愛上這道菜了。 

 

我還記得數年前當我初次於泰國朋友介紹下品嚐臭菜時，他告訴我說吃過臭菜後身體會有

一個狀況，就是排出來的小便會有一股濃烈的味道，我想原因大概是臭菜裡某一種物質給

身體代謝後影響尿液的味道吧，情況就如吃過蘆筍後

排出充滿濃烈味道的尿液一樣。所以臭菜絕對不是虛

有其名的啊。 

非一般的美味 

Miss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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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員推介及訂購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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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福堂賀年糕品禮券~ 
◆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 (1 張) ( 淨重量 : 750 克)              $92 

◆ 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禮券 (1 張) ( 淨重量 : 750 克)      $92 

◆ 桂花蔗汁馬蹄糕禮券 (1 張)  ( 淨重量 : 750 克)            $75 

◆ 燕窩楊枝甘露糕禮券(1 張) *凍食 ( 淨重量 : 750 克)   $75 

◆ 鴻運椰糖年糕禮券 (1 張) (淨重量 : 750 克)                  $72 

*凡購買任何賀年
糕品禮券 6 張， 
即送鴻運椰糖年糕
禮券 1 張。  

購買方法﹕ 
會員請於辦公時間內到 九龍旺角香港女教師協會會址 

(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05 室)購買。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購買前可致電﹕2787 7311 或 WhatsApp ： 68401651 查詢存貨量。 ~貨品預留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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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2009 年推出到校服務後，深受學校歡迎，現已服務超過 300 多間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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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為同工帶來領悟。另外，本會亦可為學校安排興趣小組給予學生或家長參與。 

電話： 27877311(楊小姐)或透過本會網頁<www.hkwto.org.hk>下載相關表格。 

 故事插畫班 
 卡通漫畫班 
 塑膠彩畫(油畫)班 
 綜合繪畫班 
 創意輕黏土班 
 小魯班做桌椅班 
 創意小積木班 
 立體模型製作班 

視覺藝術課程  
 馬賽克手工班 
 創意美勞班 
 吹塑板畫創作班 
 故事繪本創作班  
 日本和諧粉彩之藝術治療 
 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創作 
 押花藝術之字母鏡盒/首飾 
 派對實用紙藝創作 

 油粉彩畫班 
 素描畫班 
 水彩畫班 
 素描班 
 中國水墨彩畫班 
 毛筆書法班 
 西洋書法 

國民教育主題課程之認識中國傳統藝術 
 中國陝西皮影戲偶製作 
 中國江南藝術紙傘製作 
 中國傳統香包掛飾製作 
 中國民間藝術風箏製作 
 中國紙雕工藝(紙龍)製作 
 中國傳統工藝鏤空紅燈籠製作 
 中國傳統人物公仔製作(輕黏土) 
 中國民間工藝(中秋掛飾)(節日主題) 
 中國民間工藝(端午粽子香囊)(節日主題) 

適合：幼、
小、中學學
生、家長及教
師專業發展  

 電動機械人製作 
 太陽能機械人 
 STEM 科學班 
 智能家居科學班 

數學科學 STEM 課程  數學思維班 
 數學奧林匹克班 
 偵探推理遊戲 
 小小科學家 

 加減珠心算班 
 趣味數學遊戲班 

 英語拼音班 
 英語閱讀理解班 
 英語閱讀及寫作班 
 英語閱讀及聽講班 

語文課程  中文閱讀及寫作 
 中文故事演說班 
 小司儀口才訓練 
 劍橋英語訓練班 

 中文閱讀理解班 
 創意中文寫作班 

綜合興趣/其他課程  夏威夷小結他班 
 魔術/扭氣球班 
 功課輔導班 
 專注力(桌上)遊戲 
 升中面試班 
 非華語學生中文班 

 天然護膚工作坊 
 天然萬用膏工作坊 
 天然唇膏及潤唇膏工作坊 
 親子運動伸展班 
 不同類型舞蹈/瑜伽/健體班 

 醒目小廚師 
 中文記憶力訓練 
 趣味日本語/韓語 
 校園小記者班 

 中國水墨畫                             
 中國特色剪紙 
 中國團扇繪畫 
 中國刺繡工藝 
 中國東北拔浪鼓繪畫 
 中國京劇臉譜(EVA 拼貼) 
 中國藝術京劇人物 DIY 掛飾 
 中國江南油紙傘(京劇人物主題) 
 中國藝術京劇面具製作 

專業講座   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 
 家長溝通入門 
 學校領導工作的未來 
 班級經營的方法 
 學校安全及法律知識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英語學習 
 學校管理層眼中的好教師 
 推動自主學習，提升課堂效能 

 運動常見創傷及預防方法 
 常見足患及護理方法 
 護脊護足健康操 
 HPV 病毒與相關癌症的認識 
 乙型肝炎導致肝癌的成因 

適合：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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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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前四個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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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入數方式存入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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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永久會員專享： 
● 優先參與本會所舉行的活動；包括交流團、興趣班、工作坊及講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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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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 

   同行十五載    堅毅創未來 
香港女教師協會於 2006 年 3月 12 日舉行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在多名

新聞界人士見證下，香港女教師協會正式成立。十五年來，會員人數

不斷上升。為了廣納不同教育範疇同工的意見，在每月最後一個星期

日均會舉行的執行委員會例會，會方廣邀會員出席探討教育議題，集

思廣益。現時已有二十多名執行委員；新委員的加入更為會務發展帶

來新思維和新動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成立的宗旨是為了關顧女教師的專業發展及身心需

要，務求她們能在崗位上為香港的教育作出貢獻，個人也健康快樂地

生活。在過去十五年，執行委員會努力不懈，貫徹創會宗旨：關顧教

師專業權益和身心健康及監察香港教育發展。  

 

十五年來，香港女教師協會的各項活動在不少校長及教師們的指導和

支持下，皆能順利推行。在未來的日子，香港女教師協會秉承創會以

來不卑不亢的態度，努力尋求創新，為全港教師及莘莘學子的福祉和

香港教育的提昇，繼續發光發熱。 

會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05 室  

網址： www.hkwto.org.hk 

 電話： 2787 7311  

傳真： 2787 7312  

電郵： hkwto_2006@yahoo.com.hk  

WhatsApp / Signal ： 68401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