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都喜歡在新年的時候立下新目標，讓自己在新的一年，更進一步。我也不例
外，我立志在新的一年摒棄「坐着不動」的靜態生活，多到外面走動、更要作息定
時和節制飲食。但我常常欠缺意志力和執行的決心。時間一久，目標就拋諸腦後，
未能堅持下去。 
 
習慣是不需刻意思考，是主動自律的行為。其實我們自小早已養成不少好習慣，例
如：起床後，要先梳洗，才去做其他事情。過去三年，由於新冠疫情肆虐，我們已
成功地把常洗手和外出時戴口罩，培養成日常生活的好習慣。 
 
那為何我們總是未能成功把定下的計劃，融入生活，變成好習慣呢？主要原因是我
們没有說服自己，未能下定決心！以我為例，我喜歡慢跑，但要我每晚飯後，自律
地踏出家門去跑步，心中雖是很想，但身體卻很誠實：太倦了，下次吧！ 
 
累積了多次失敗的經驗，我反思後，發覺要成功踏出舒適圈，就先要做好以下幾個
要點： 
 
首先，我們要明白自己需要養成這些好習慣的重要性：可能是為了改善健康，又或
是服從醫生指令。其次，執行計劃初期，定必是小步子前進，讓自己慢慢改變及適
應，形成習慣。切忌一開始便訂下難以執行的鴻圖大計。此外，可找一些志同道合
的朋友作伴，大家一齊努力，互相支持和鼓勵。當然，我們也不要害怕失敗。今天
未有去跑步，那明天定必要完成，不可一拖再拖。不要讓一次的失誤，變成放棄的

藉口！ 
 
在 2023 年，我的目標是能培養每天走
最少 7000 步的好習慣！希望在來年年
底，我可以自豪的對大家說：「每天
走 7000 步，已經是我的習慣了。」 
 
在此，祝各位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目
標，生活得更健康、平安和快樂！ 

新年新願望 周蘿茜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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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ly, when the new year ticks over, we make resolutions: going to the gym regularly,  

eating more wholesomely, sleeping earlier etc. Sadly, more often than not, we end up breaking 

these promises. I, for one, am no exception. Well, the willpower is simply not there. 

 

Habits are what we do automatically without asking for reason. Just look at our daily  routine – 

brushing and washing after we get up. In fact, with the coronavirus lingering aroun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we have successfully formed some good new habits. We wash our hands much 

more frequently and we wear a mask when we go out. These actions are already on autopilot.  

 

Then why is it so hard when it comes to creating other good habits? One reason can be we have 

not convinced ourselves enough to turn hobbies into habits. I might like jogging but getting  

myself out of the very comfortable sofa after dinner and leaving home to jog – no way! 

 

After several failed attempts, I have come to some conclusions regarding how to invite new 

habits into our comfort zone. 

 

We must, first of all, see the need to make the change. Imminent health threats or doctor’s      

orders can be strong motivation to make a move. Next, we must not be ambitious and attempt to 

change too much at the same time. Baby steps are more practical than big noble targets. Getting 

a companion to achieve the same goals as  support is another key to success. We should also not 

be afraid to fail. If jogging is not done today, then tomorrow it is. Don’t let one failure be the 

excuse to give it up altogether.  

 

For 2023, my new year resolution is 

to include 7000 steps into my daily 

routine. 

 

I wish you all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New Year Resolutions 
Paul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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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元化工作坊及課程 
本會定期為會員舉辦不同的興趣班、課程和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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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 9 月 4 日_手工傳統月餅工作坊 

◆ 9 月 10 日_拉柸體驗工作坊 

◆ 9 月 11 日_香薰調香工作坊 

◆ 9 月 17 日_迷你玻璃 盆景工作坊 

◆ 9 月 18 日_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工作坊 

◆ 9 月 25 日_星空香薰蠟燭夜燈工作坊 

◆ 10 月 2 日_韓式花籃工作坊 

◆ 10 月 8 日_Découpage 拼貼藝術碟工作坊 

 

課程 
◆ 食養烹飪課程 

◆ 水晶花課程 

◆ 鉤織聖誕樹課程 

◆ 10 月 15 日_皮革手工藝工作坊 

◆ 10 月 15 日_蠟燭油畫工作坊 

◆ 10 月 16 日_草本左手香乳皂工作坊 

◆ 10 月 23 日_浮游花藝首飾工作坊 

◆ 10 月 29 日_俄羅斯刺繡工作坊 

◆ 10 月 30 日_日式布甸燒工作坊 

◆ 11 月 5 日_乾花香氛蠟片工作坊 

◆ 11 月 6 日_日式芝士豆腐蛋糕 

◆ 11 月 20 日_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工作坊 

◆ 鋼筆西洋書法及節日裝飾賀咭課程 

◆ 水彩裝飾花繪課程 

◆ 西洋書法揮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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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舉辦的活動 
馬賽克藝術之 3D 立體畫 

色彩鮮豔的馬賽克手工切割玻璃和珠子鑲嵌而
成的 3D 立體畫，讓您發揮創意，親身體驗製
作具特色的馬賽克藝術作品。 

日期： 12 月 17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4:45-6:45   

費用： 250 元(可製作框連架 20cmX20cm 作品)   

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體驗工作坊 
教授傳統中國水墨畫的執筆技巧、水墨
的控制及色彩運用示範及教授中國水墨
畫的速成技巧及竅門，與學員堂上完成
水墨畫作品。 

日期： 12 月 18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4:00    費用： 180 元    

3D 立體咖啡拉花工作坊 
在工作坊中，您便可以認識意大利咖啡文

化，學習奶泡立體拉花製作心得，
豐富沖煮咖啡技巧。 

日期： 12 月 26 日                           
(星期一；聖誕假期)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2:00  費用： 300 元   

西藏頌缽之自愛自癒初班 
深呼吸一口氣，輕輕地敲一下頌缽⋯⋯感受它聲

音的迴盪，觸摸它攝心的頻率；它直接
連繫著我們心靈深處， 帶來平靜穩定
和自在的感覺。 

日期： 12 月 27 日(星期二；聖誕假期)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2:00     

費用： 530 元   

花漾手製鳥結糖工作坊 
工作坊導師將會為大家介紹不同口味的鳥結
糖，大家亦可一同學習自製和品嘗各種口味
的鳥結糖。  

日期： 1月 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250 元  

報名辦法： 
有意參加的同工，可透過這鏈結報名<https://linktr.ee/hkwto>。 

或 WhatsApp ： 6840 1651 或掃 QR Code 網上報名 。 

上課地址：會址：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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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紙藝術之福氣連連 
齊來動手捲出立體「福」擺設，佈置
家居，為生活增添一點色彩吧！衍紙
是一種簡單而實用的藝術，主要運用
卷、捏、拼貼組合去完成一份作品。  

日期： 1月 14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6:00   

費用： 260 元(製作成品及框 24cmX32cm )  

DIY 粧容小禮物之純天然潤唇膏 
用全天然的原材料：蜜蠟、可可脂、甜杏仁
油、酪梨油及乳木果脂等，製作出專屬個人
的唇膏及潤唇膏。 

日期： 12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300 元(製作 10支潤唇膏、2支造型有色唇
膏及 3支有色唇膏套裝包裝) ；共 15支作品   

脆皮年糕 
迎春接福賀年，教授同工製作外酥内糯的脆皮
年糕，堂上完成兩個 5 吋約 13cm 的製作成品。 

日期： 1月 15 日(星期日)   

A 班：上午 11:30-下午 1:30   

B 班：下午 2:30-4:30 

費用： 200 元  

彩虹書法賀癸卯兔年揮春工作坊 
彩虹書法是獨特的民間藝術，既是書法，有繪畫，能帶來好運的藝術。字中有畫，畫中有
字，獨特的民間藝術。主要三色，如彩虹般紅、黃、藍作構圖。構圖會加入動物作點綴，如
龍、鳳、鳥、魚等，帶有中國傳統色彩，吉祥好運的意思。是次開辦的彩虹書法體驗課程會
教授彩虹書法基本技巧，結合毛筆，創作一系列新年作品，如 福，吉，健康等。 

A 班： 12 月 27 日(星期二，聖誕假期)        時間：下午 4:00-6:00 
B 班： 1 月 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6:00 
                     費用： 300 元/堂(已包括堂上所需用具) 



 

香港女教師協會 

學校優惠價之賀年應節禮券 

產品 原價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利 

苑 

 1 招牌棗皇糕 (1000g) $238 $198    

 2 如意蘿蔔糕 (1000g) $218 $178     

 3 椰汁年糕 (950g) $218 $178     

4 臘味芋頭糕 (950g) $218 $178     

 5 清香馬蹄糕 (950g) $218 $178     

 6 利苑始創 XO 醬 (160g) $148 $140     

 7 琥珀合桃 (150g) $78 $74     

 8 鮮肉臘腸 (600g) $198 $188     

 9 鴛鴦臘腸 (600g) $198 $188     

 10 發財鮑羅萬有盆菜 4 位用(禮券) $1388 $1318     

 11 發財鮑羅萬有盆菜 6 位用(禮券) $1988 $1888     

 12 發財鮑羅萬有盆菜 10 位用(禮券) $3388 $3218     

      

  

 

鴻 

福 

堂 

 13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750g) $198 $102     

 14 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禮券(750g) $198 $102     

 15 燕窩楊枝甘露糕券(700g) $178 $92     

 16 桂花蔗汁馬蹄糕券 (750g) $178 $92     

 17 鴻運椰糖年糕禮券(750g) $168 $88     

*凡購買鴻福堂賀年糕品 6 張即送 1 張鴻運椰糖年糕禮券     

 18 自家湯套票(10 張/本)       (有效至 2023 年 9月 30 日) $330     

 19 自家涼茶套票(10 張/本)    (有效至 2023 年 11月 30 日) $165     

 20 (粉紅色)$50 結婚禮卡(1 張) (有效至2024 年 4月 30日) $27.5     

 21 滴雞精禮卡 (1 張)      (有效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 $205     

 22 $50 禮券套票(1 套 11 張)    (有效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290     

 23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10 張/本)/2 套(有效至 2023年 7 月 30 日) $600     

 24 自家喜慶禮券(張)      (有效至 2023 年 6月 30 日) $45     

總計： 
   

購買方法﹕可掃 QR Code 預留數量或 WhatsApp 此表格給我們，待本會確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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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購買。或購買前可致電﹕2787 7311 或 WhatsApp ： 68401651 查詢存量。 

 

學校名稱： 聯絡人： 

電話： 電郵： 

預

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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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聖誕旅途 程敏 老師 
疫情下很久沒有外出，現在開始鬆綁，大家準備好了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還沒有出行的我，
先回憶一下當年土耳其之行，雖已過去多年，中間也去過其他國家和地方，但難忘的還是這次的
旅行。 
 
那是 2015 年的聖誕節，帶著滿滿的恩典，祝福和愛來到了土耳其。這個連結歐亞的天然橋樑，
東西方文明在這裡交融、衝擊和融合。土耳其氣候溫和，地形複雜，是世界資源豐富的地區之
一。 
來土耳其之前，一直被邊境不平靜的負面新聞困擾，但是心嚮往，有平安，就報團出發了。起飛
前小插曲，機艙傳出異味，為了尋找源頭，飛機誤點三個小時。心裡禱告，滿有平安。抵達伊斯
坦堡，隨處可見的景點都有文化的洗禮。之後我們橫跨達達尼海峽，到達加歷奇，參觀特洛伊古
城和巴格門古城。 
 
接著來到古薩達斯的基督教名城以弗所，這座二千年前的名城，曾被雅典、波斯、埃及、敘利亞
先後統治過。公元 190 年羅馬吞併了這座古城，所以遺跡大都是古羅馬風格，浴室、公厠、劇場
及圖書館，都是精工細琢的大理石建築。讓我最震撼的建築是一座依山坡而建雄偉的半圓形露天
大劇場，可容兩萬五千多名觀眾。古城裡最氣派和絕美的地標是塞爾瑟斯圖書館，當我凝神和觸
摸著那些雕刻，心靈再度被震撼。 
 
再往前邁進，來到棉花堡，腳踏潔白如雪的鈣化石灰岩，看著日落，那種美麗和寧靜讓人窒息。 
在安塔利亞灣觀看了被彩虹環繞的度登瀑布，以奔騰姿態傾瀉衝擊海面，水氣如煙，在晴空下好
一片土耳其藍。在安塔利亞，地中海沿岸看著燦爛的太陽從海平線徐徐升起，凝視著海上太陽，
燦亮的日光在地中海平面上，躍動著令人無法逼視的光輝。心中充滿感恩與感動。 
 
途徑康雅來到加柏都斯亞，體驗土耳其浴，在煙霧繚繞的環境裏躺在溫熱的大理石平台上休息，
讓服務生搓背，全身按摩泡泡浴，最後用溫熱的石頭摩擦身體放在穴位上，整個人都放鬆了。 
加柏都斯亞有一大片石頭森林，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的侵蝕，演變成奇形怪狀的不同風格的石頭。
在這裡第一次嘗試四驅車之旅，第一次坐熱氣球，第一次在洞穴裡吃飯，觀看肚皮舞。 
 
我們到來之時因為天氣關係，土耳其熱氣球已停飛一個星期。但我們不放棄，預定第一天五點起
床等候，活動取消。第二天，聖誕日終於登上熱氣球。半空中的那種靜逸和清新的感覺難以用筆
墨形容。大約飛行半小時，瞬間霧茫茫，什麼也看不見了。鎮定的駕駛員及時把熱氣球降落在樹
林的雪地上，緊張和刺激終身難忘，那個時刻心中沒有恐懼，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再次回到伊斯坦堡，坐船遊覽博羅魯斯海峽，一條綿延
幾十公里的海上畫廊。伊斯坦堡最漂亮的宮殿、建築、
橋梁、漁村和山巒猶如一幅長卷慢慢展現，一邊是亞
洲，另一邊是歐洲。還有尾隨遊船的海鷗在咫尺掠過，
接住拋到空中的麵包塊，好一幅和諧的畫面。 
 
不知不覺十天就過去了，每天都有新感受，每天都那麼
美好。我們一團十五人，相聚一起渡過快樂的時光。那
年聖誕我留下對這個穆斯林國家無限的祝福，帶著美好
滿載而歸。這個聖誕好溫馨，感恩擁有的一切。 
 

願大家每次的旅行都充滿著溫暖，世界
那麼美好，讓我們一起走走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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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落  安東尼 
小弟一向愛拍攝以城市暮色為前景的日落及日出，而青衣島因地理環境關係及優勢擁有許多拍攝
點可把城市景色及日落日出景色融洽地二合為一，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拍攝地點是有春花落雅號的
青衣最高的山峰三支香南峰。 

 

於遠方觀望青衣島有三個頗顯眼的山峰屹立在南邊，像插上三支香，這三個山峰被人冠以三支香
稱，三支香是青衣島的最高三個山峰，北峰高 261 米、中峰高 310 米、南峰為 334 米高，南峰更
有春花落的雅號，從網上資料得知青衣在古時被稱為春花落，明朝的文獻中己出現春花落這地方
名，相傳此地多由閩南人居住，於清朝的文獻便出現青衣這地名，閩南話春花與廣東話青衣接
近，相信是現今地名的由來。 

 

於南峰附近的一個崖壁上可全無遮擋地觀賞山下東青衣、西葵涌、南荃灣、藍巴勒海峽、西九龍
海灣、部份維多利亞港、昂船洲等地區，甚至遠至大帽山、鷹巢山、港島太平山、柏架山、渣甸
山亦可遠眺到，觀景非常開揚，拍攝時構圖非常理想；春花落是拍攝日出的位置，最理想是由十
月至翌年的二月份期間，太陽從飛鵝山與港島的柏架山之間昇起。 

 

要到達春花落可由美景花園傍的青衣細山步行徑起步，數分鐘後遇上分岔路轉右沿石屎梯級上
走，十數分鐘後經過青康路山頂休憩處，轉左走遇上山墳墓地，再前行約 30 分鐘便上到高 261
米的北峰，再前行遇到閃亮著的航空警告燈建築物正是中峰所在之處，過了中峰見一度陡斜石級
向下申延，有落必然有上，再攀爬最後亦是最要命的石級便到達南峰春花落，再前行有一懸崖，
在此可飽覽 180 度的無敵景色；從美景花園至春花落約 2.3 公里遠，大約要花一小時多，頗花氣
力。 

 

去年 11 月中的一個晚上小弟又遇上了失眠，輾轉反側也無法入睡，思前想後把心一橫驅車往青
衣的美景花園，於 4 時前到達並起步往春花落，於 5 時左右抵達拍攝點，途中四野無人並經過不
少墳頭墓地，殘月暗光照在碑上，碑中相片文字亦清晰可見，雖然為人心胸開闊處事光明磊落，
但亦不欲作聲怕騷擾到他人而靜靜前行，秋冬的寒風亦是挑戰，拾級上山頗花氣力以敢汗流浹
背，實在不宜穿上太厚身衣服，但到達目的地後靜下來時全身濕透會容易著涼，建議帶備多件輕
而薄的衣服及一件擋風外套。 

以下詩句是拍攝時捕捉了絲絲靈感而寫成的： 

遊子行-春花落     
                 作者-安東尼 

深宵嚴冬春花落 

陡峭山嶽 

殘月稀星掛夜幕 

萬籟寂寞 

風沙滾滾向面撲 

瑟縮雙膊 

感慨餘生剩軀殼 

無根飄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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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向為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提供到校服務，包括不同範疇的專業講座、工作坊、興趣
班 ，課外活動及課程等。自 2009 年推出以來，一直廣受學校歡迎。我們會按照學校需要，籌
劃及配對相關有關專業人士。服務對象可為教師、學生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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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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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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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下列主題，為學校設計/安排講座：工作坊、課程、課外活動及家
教會或教師專業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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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課上好的三招四式 

**推介講座/工作坊/活動**  

教育議題/教學法/法律常識等有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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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溝通入門 

身心健康/藝術/運動/興趣等有關主題 
 DIY 絲網玫瑰花 
 Macaroon 蠟燭 
 馬賽克旋轉木馬燭台燈 
 3D 月亮肌理夜燈 
 馬賽克藝術之 3D 立體畫 
 3D 立體咖啡拉花 
 羊毛氈刺繡 
 俄羅斯刺繡 
 押花藝術 
 衍紙藝術之立體畫 
 皮革手工藝術 
 碟古巴特拼貼藝術創作 
 浮游花藝首飾 
 保鮮花香薰機 
 療癒心靈之流沙畫 
 星空香薰蠟燭夜燈 
 派對實用紙藝創作 

 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 
 乾花香氛蠟片 
 蠟燭油畫 
 日本和諧粉彩 
 香薰調香 
 天然護膚 
 天然萬用膏 
 天然防蚊四寶 
 天然唇膏及潤唇膏 
 烹飪/甜品班 
 花漾手製鳥結糖 
 聲帶護理及用聲技巧 
 肩頸腰伸展治療 
 帶氧舒痛伸展運動 
 西藏頌缽之自愛自癒 
 親子運動伸展 
 不同類型舞蹈/瑜伽/健體班 

 有關安排及費用 

歡迎致電 

278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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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 

上午 11:30-12:45 

導師： April 

Belly Dance 

下午 2:30-4:00 

導師： Emmy 

普拉堤伸展 

下午 5:00-6:00     

導師： Alice 

瑜伽伸展及 

肌力訓練 

上午 11:00-12:15 

導師： Jarvia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班 

上午 10:45-11:45 

現代排排舞 

上午 9:30-10:30 

        10:00-11:30  

導師： Martina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班 
上午 11:00-12:00

導師： Leona 

              

瑜伽伸展及 

肌力訓練 
下午 2:30-3:30                 

導師： Jarvia 

Belly Dance 

下午 3:00-4:30 

導師： Berlinda 

普拉堤伸展 
下午 6:15-7:15     

導師： Alice 

Zumba Fitness 

上午 11:15-12:15 

導師： Elaine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 

下午 2:00-3:00 

         3:15-4:15   

導師： April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   

上午 10:30-12:00                 

導師：晶晶 

DIY 粧容小禮物
之純天然潤唇膏 

12 月 18 日 

下午 2:00-5:00    

費用： 300 元  

              

Zumba Fitness 

下午 5:00-6:00  

導師： Elaine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5:15-6:15  

導師： April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5:30-6:30 

導師： Leona 

 

Funky Dance 

帶氧健體舞 

下午 6:30-7:30 

導師： Sony 

現代排排舞 

下午 3:00-4:30 

         4:30-6:00     

導師： Martina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  

下午 12:15-1:45                 

導師：晶晶 

3D 立體咖啡 

拉花工作坊   

12 月 26 日           
上午 11:30- 

下午 2:00  

費用： 300 元 

              

現代排排舞 

下午 3:30-5:00 

       6:30-8:00      

導師： Martina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6:30-8:00 

導師： Jay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6:40-8:10  

導師： Leona 

    

 

K Pop Dance 

下午 7:30-8:30 

導師： Sony 

伸展治療瑜伽 

下午 6:00-7:00    

導師：晶晶 

Dance Fitness 

下午 2:00-3:00 

導師： Nicole 

西藏頌缽之      
自愛自癒 

12 月 27 日 

上午 11:30-       
下午 2:00  

費用： 530 元 

Funky Stretch 

下午 3:00-4:00
導師： Sony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6:50-8:20  

導師： Sarah 

Funky Dance 

帶氧健體舞 
下午 6:30-7:30 

導師： Stephanie 

全方位 

伸展班 

下午 7:25-8:25 

導師： Eva 

Belly Dance 
下午 7:15-8:15          

導師： Emmy 

K pop Dance 
下午 7:20-8:20 

導師： Nicole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 

下午 3:00-4:00 

導師： April 

花漾手製鳥結糖 

1 月 8 日 

下午 2:00 –5:00 

費用： 250 元 

             

脆皮年糕 

1 月 15 日 

上午 11:30-下午 1:30  

下午 2:30 –4:30 

費用： 200 元 

Belly Dance 

下午 8:15-9:30 

導師： Elaine 

Funky Dance 

帶氧健體舞 

下午 7:30-8:30 

導師： Stephanie 

Dance Fitness 

下午 8:30-9:30     

導師： Nicole 

Belly Dance 
下午 8:15-9:30 

導師： Emmy 

Funky Dance 

帶氧健體舞 

下午 8:30-9:30   
導師： Misuki 

瑜伽伸展及 

肌筋膜放鬆 
下午 4:15-5:15 

導師： April 

             

學費：$340/4 堂(每堂 1 小時)或$520/4 堂(每堂 1.5 小時) 

試堂或單堂：$100(1 小時)或$150(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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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請致電本會(電話： 27877311) 或 WhatsApp ： 6840 1651 查詢及留位。 

 

***自組興趣班*** 
我們歡迎會員自組興趣班，與親朋好友，自選日期、時間及喜歡的課程，我們
便會為你們配對專業的導師，您們便可以盡情享受與好姊妹、好同事等學習的
樂趣！這個服務可以令你們嘗試不同的興趣及彈性善用餘暇。 

 

Zumba Stretch 

下午 6:15-7:15   
導師： Elaine 

網上

報名 

香港女教師協會 

會址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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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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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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各項，並請將表格傳真至 2787 7312 或 WhatsApp ： 6840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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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入數紙傳真或 

    WhatsApp ： 68401651。 

網上申請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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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紀念品水晶紙鎮乙個。(送完即止) 
● 每年可獲生日禮物乙份及其他優惠。 

香港女教師協會 
會員資格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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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 
香港女教師協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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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十六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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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和福建廈門等省市，以促進與國內教師的專業互

動。香港女教師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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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教師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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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女教師協會定期舉辦專業講座及教育會議，為教師們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本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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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教師協會為配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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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 樓 1104-05 室 

hkwto2006 

www.hkwto.org.hk 

2787 7311 

2787 7312 

hkwto_2006@yahoo.com.hk 

68401651 

wto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