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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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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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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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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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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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誠邀更多同工加入香港女教師協會，在往後的日子裡，讓我們得到您們的寶貴意見

和指導，使我們可以完成各項有意義的工作。在此，感謝您們對我們的鼓勵及信任，

本會訊附有會員申請表格。盼望能在未來的日子裡，與您攜手共建快樂的團隊！ 

 

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邀請永久會員加入我們的執委會，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前線同工共謀福祉，為我們香港

的教育發光發熱。執委會於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每月例會。您

可以先列席參加會議，然後再決定是否加入執委會。如您希望出席例會，請與幹事楊

小姐電話： 2787 7311 或 WhatsApp ： 68401651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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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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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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申請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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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校長： 

百年大計，教育爲本。香港未來之出路，繫於教育，成於教師。本會乃香港首個女教師組織，成

立於二零零六年三月。旨在聯繫女教師群體，維護合理權益，促進專業發展，增進身心健康，推

動教育承擔。 

本會成立至今已有近 4000 名女教師加入。本會就當前教育的迫切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之調

研，客觀及公正地反映前線教師、學生及家長的心聲。同時，於會址舉辦一系列專業發展活動及

各類型的興趣班，讓同工善用餘暇，專業增值的同時，亦可盡情放鬆，做位健康快樂的老師。 

現希望校長能推薦/委任學校的一位女教師為本會的聯絡代表，希望她能作為橋樑把本會的動向

消息、會訊、舉辦的活動和交流團等資訊，傳遞給同工們以及把前線同工的聲音向本會反映。 

希望校長能給予本會指導和支持，使我們可以完成有意義的事務。 

在此，再次衷心感謝您對本會的支持及信任！ 

                                                                                                                                            
                                                                香港女教師協會                                                                                                                      
                                                            主席   周蘿茜  敬邀 

「香港女教師協會」學校聯絡代表 

      申請表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學校代表教師姓名 ： 職銜： 

聯絡電郵地址：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學校傳真： 

教師簽名： 填表日期： 

 

 

                                                                                                        

學校印鑑                                           校長簽署                                                                       

   *備註：填妥後請將表格傳真至 2787 7312或郵寄至九龍旺角彌敦道 720 號家樂樓 1104-05 室 

歡迎 

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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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最重要之盼望 程敏 老師 
不知不覺又快到新學年，疫情反彈，氣氛有點緊張，人也有點煩
躁。但無論如何，要放鬆心情，吃好喝好休息好，提高⾃⾝的免

疫⼒和抵抗⼒才是最重要。 

 

最近一段時間天氣非常炎熱，從學校回到家，實在不想煮飯。這

個時候，我就會為家人準備冬瓜百合雪耳羹，當「粥」喝，再煮

餃子當主食，雖簡簡單單也營養豐富。 

 

我們都知道銀耳含有天然膠質，百合潤肺止咳，冬瓜清熱消暑。把這三種食材洗乾淨，煮大約二三

十分鐘後，放人破壁機攪拌成為糊狀，再煮五分鐘，可當熱湯也可凍飲。我最喜歡的就是放置後結

的那層「奶皮」，口感香甜潤口，消暑潤肺，曬熱的皮膚也能得到滋潤。 

 

吃餃子，是北方人的習俗，久居香港，也改不了這口，最常包的是芹菜豬肉餡餃子，清甜爽口。一

般星期六日或節假日，包好餃子，分份量放在雪櫃，吃的時候拿出來。有的煮湯、有的香煎，端上

台，沾上醋和辣椒油，必然一搶而空。 

 

吃餃子是中華傳統飲食文化，有「團圓如意」的意思。好餃子要先和好面，和面象徵著和美和睦。

之後要擀好皮，皮要圓且邊要薄，特考功力。然後是包，餡要放中心，邊要捏實，千萬不能露餡呀。

包餡還有層意思是把不開心的包起來，讓我們忘記背後，努力向前。 

 

我平時會包韭菜，椰菜，西洋菜，豆角和香菜肉餡子的，素餃子就有紅蘿蔔粟米黑木耳，翠肉瓜雞

蛋等，但我喜歡的還是芹菜餡餃子，因為芹意「勤」，作為老師，最大的心願就是學生努力勤奮，

學有所成。香港過年時家家戶戶也會買芹菜來「壓年」，期望孩子有勤奮上進的心。芹菜雖是一種

蔬菜，寓意卻美好。 

 

在北方有句俗語「接風餃子，送行的面」，是說當遠方的家人回家了，大家歡聚一堂，吃餃子團圓

和美。當家人要遠行他鄉，吃面條寓意帶著家人長遠的祝福一路順利，平安如意。 

 

疫情下，我已快三年沒有回家鄉探望 87 歲高齡的母親，那種思念難以言表。每天祈禱疫情快快受

控，可以回家，吃媽媽包的餃子。 

 

為了旅行和探親的夢想，現在就要堅守健康。少出門、勤洗手、戴好

口罩，讓內心充滿正能量，或許「窩」在家的日子枯燥，但那是柴米

油鹽和瑣碎家事的溫柔，生活的酸甜苦辣。 

 

讓我們一起加油，共渡難關，我堅信經過這三年疫情的洗禮，我們會

更加愛惜生命，珍惜擁有。讓我們活在當下，給生活一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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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身心靈健康的方法 

追求心靈健康指是有能力去體驗健康、感受快樂、心境平和及心滿意
足以達至高質素的生活 。如何能夠保持身心靈全面健康？看看以下
的要訣吧！ 

 
增添動力 (Motivation) 

完成一項工作後，不妨抽些時間聽歌、看漫畫、吃東西來獎勵自己。臨睡前，亦可回味當天讓你
感到滿意或自豪的事情。 

 

減壓活動 (Unwind activities) 

讀書或工作感到疲累時，可稍停下來休息片刻。善用切合個人需要的減壓良方，如運動、音樂、
手工藝等。 

 

養性怡情 (Spiritual enrichment) 

有空時多看勵志的語句或文章，培養個人毅力和意志力。在單調枯燥的生活中加添歡樂和情趣，
增添生活上的幽默感。 

 

善用時間 (Time management) 

落實「今天的事今天做」，藉計劃周詳和有條理的生活來調節壓力及提高效率。 

IMAGE 善用行事曆、便利條等規劃行程，制定合理、可實行的計劃表。 

善用行事曆、便利條等規劃行程，制定合理、可實行的計劃表。 

 

欣賞自己 (Appreciation of yourself) 

肯定自己的長處，告別自貶、自責、自怨的想法；對自己有合理的要求，不刻意與別人比較；抓
緊機會不斷進步，發揮潛能。 

 

持續改進 (Continuous growth) 

避免引起羨慕或妒忌的比較；可向學習對象借鏡、持續改善及提升自己。 

 

健康生活 (Healthy living) 

好好照顧自己。每天食得足、睡得酣，須作息定時。另外，保持適量運動，增強體質和活力。遠
離香煙，酗酒或用藥等壞習慣。 

 

互相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預留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聚能促進感情和疏導負面情緒。你亦可投
入社區活動，擴闊視野和人際支援網絡。 
 

你或許早已知道以上的建議，然而，很多時都是知易行難。請盡量嘗
試以上的建議，讓我們每天都過得健康又愉快吧！ 

（內容參考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路上的身心健康小錦囊」） 

鄺淑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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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送紀念品。本會保留修改和刊登之權利。投稿或對刊物有任何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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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耆情(二)  安東尼 
今次的文章再延續大澳的拍攝地點，大澳的歷史久遠有豐富的文化文物提供許多微觀及紀實的拍
攝題材，除了棚屋外亦遍布了兩條人口衆多的大街 - 吉慶街及石仔埗街。 
  

紀實文化特色方面，吉慶街及石仔埗街滿是咸魚舖、小食舖、特色食店，另外大澳的舊警署、蝦
羔廠、廟宇等亦提供豐富的拍攝題材；在微觀拍攝方面小弟是初起步，小弟使用一支 T 字牌子
90mm 2.8 光圈的微距鏡拍攝花卉時有不錯的效果，可拍出朦朧背景的構圖；在拍攝日落及日出
的景色時小弟喜歡使用一支 C 字牌 16-35mm 2.8 光圈的廣角鏡去拍攝，可拍出龐大的壓縮感。兩
支鏡各有所長互補不足。 
 

今次同大家介紹大澳日落地點虎山觀景台外，虎山觀景台可從石仔埗街洪聖古廟傍的石級路上
到，只花十多分鐘便到，觀景台最美之處是可飽覽港珠澳大橋的景色，大橋從東涌延伸至大澳對
出海面再連接海底隧道，之後再連接大橋，在夜色下尤如一條金龍由天上飛潛入海再浮出水面，
實在美得嘆為觀止。而觀景台另一特色是涼亭及翠綠草地中的麻石路，它們融洽地和虎山共存，
互相照應，不爭奪對方的妍麗。可惜拍攝當天的天空密雲，欠缺了晚霞的色彩，唯有拍攝夜色補
償。 

上次提到在一間棚屋咖啡屋上遇上一對眾目睽睽下擁吻的中年男女，其後在虎山觀景台再次遇上
他們，因佩服他們的勇氣亦在好奇之下與他們傾談了一會，得知他們是情侶，原本各有家庭及子
女，但對自己的另一半早已失去感情，終日在痛苦無奈中渡過，多年來因要維持家庭的完整所以
仍然勉強自己戴上慈父孝夫、賢妻良母的面具在各自的家庭中扮演自己不喜歡的角色。早幾年前
他們遇上了對方便認定對方是前生的一對，今生前期的生活種種折騰是上天為了使他們今生重逢
的安排，最難受的是當時子女還在求學，為了不想影響他們的成長而抑壓自己的激烈愛意，多年
後他們子女出身後才投進對方懷抱，他們說到受到另一半、家人及親友的唾棄、責罵及鄙視時熱
淚盈眶，他們異口同聲說縱使他們的做法是錯他們也要錯下去，若果這是個夢寧願不要醒，他們
已放棄了大部分的家人、親人、朋友、事業及財產，而名譽及地位更掃地，他倆已把所有豁出去
了，現在已沒有什麼事物可再失去了。 

我聽到他們的表述後當堂呆了，不禁問自己世上竟然有這樣為愛情而不惜犧牲一切的人，而且他
們不是一時衝動腦囟未生埋的年輕人，而是經過多年深思熟慮的中年人。天呀，我發癲了。再問
他們失去子女、親人及朋友值得嗎？男的回答是婚外愛情必定會做成傷害，問題是對誰傷害，勉
強與不喜歡的人一起只會傷害自己及心愛的人，他已做了多年假丈夫，現在是時候用真心對待自
己心愛的人了；女答她估算自己命不會太長，餘下的日子誰人時刻會陪在身邊? 不會是子女、不
會是親友、不想是自己不喜愛的人。 

我從來不相信前世今生輪廻之說亦不喜歡批判他人的價值觀更無資格評論他人的道德標準，始終
愛情的對與錯沒有絕對性，〝拋妻棄子〞及〝背夫偷漢〞在社會人士的眼光及他倆家人的角度來
說他們的愛情是不可接受，但從他倆的角度來說在未來越來越少的日子裏做些事情對自己及心愛
的人好又錯了去那呢？畢竟他倆已做了多年難委自己的事情，現在是時候令自己開心了。在此我
除了祝福他倆可在近晚年也找到真愛亦祝願被他們的愛情所傷害的人能盡快從悲痛中康復。 
 

小弟寫了一首詩送給他們，描述他倆本來的生活是那麼枯燥無味而在相遇上後是多麼精彩。 
           遊子耆情           作者-安東尼 

往日 
淒風蕭、昏鴉叫、哀痛囂、歡聲少、玉人渺  
今朝 
春雨飄、綠柳搖、百花笑、醉今宵、樂逍遙 
情如繁星正閃耀 
似相邀 
人似靈丹解困擾 
慰寂寥 
春宵一夜不覺曉 
怕失悼 
消魂甘赴彩虹橋 
極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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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抗疫物資支援同工 
本會致力支援同工齊心抗疫，在 8月中，向會員派發快速檢測劑，讓
她們在開學時能夠使用，一盡綿力，與同工共渡疫境！ 

舉辦多元課程、工作坊及分享會 
本會定期為會員舉辦不同的分享會、興趣班和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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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會 
◆ 8 月 13 日_優化校園環境 創建學習新體驗分享會 

◆ 7 月 28 日_脊椎側彎及寒背分享會 

◆ 7 月 16 日_武當養生八段錦分享會 

◆ 7 月 12 日_疫情下運動訓練及身心健康發展分享會 

◆ 6 月 29 日_音樂及科技達人同你談 YOUTUBE 
 

工作坊 
◆ 9 月 4 日_手工傳統月餅工作坊 

◆ 8 月 28 日_保鮮花香薰機工作坊 

◆ 8 月 27 日_空靈鼓體驗工作坊 

◆ 8 月 21 日_入門手綁韓式花束 

◆ 8 月 13 日_立體花頸鏈工作坊 

◆ 8 月 14 日_保鮮花手鈪工作坊 

◆ 8 月 7 日_療癒心靈之流沙畫工作坊 

◆ 8 月 6 日_夏日押花耳環工作坊 

◆ 7 月 30 日_流體畫藝術工作坊 

◆ 7 月 30 日_禪繞延伸之寶石禪繞畫體驗工作坊 

◆ 7 月 23 日_彩虹書法體驗工作坊 

◆ 7 月 17 日及 8月 7日_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體驗工作坊 

課程 
◆ 8 月 6 日_蠟燭油畫課程 

◆ 8 月_親子肚皮舞課程 

◆ 8 月_藝術治療系列︰水彩風景畫 II 課程 

◆ 8 月_現代鋼筆西洋書法課程 

◆ 7 月_油粉彩風景畫課程 

◆ 7 月_針筆花環插畫與木顏色繪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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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舉辦活動 

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工作坊 

手碟體驗工作坊 
工作坊中，認識手碟的基本演奏技
巧及其發聲原理，以及手碟的歷史

及文化背景。導師提供手碟作教學所以無需自
備樂器，學員亦有機會參觀手碟製作工場！   

日期： 9月 24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3:30    
費用： 350 元  上課地址：牛頭角音樂課室  

星空香薰蠟燭夜燈工作坊 
工作坊中，利用蠟燭專用工具及材料，由經驗
導師教授製作上的重要關鍵技巧，配合不同配
方香薰精油，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星球。配備
USB 燈座，無論擺放於睡房、書房或客廳，都
同樣適合。    

日期： 9月 25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4:00    
費用： 370 元    

草本左手香乳皂工作坊 
本工作坊導師將教導學員製作美容
滋潤兼備的草本左手香乳皂。左手
香是質純溫和的天然草本植物，有
鎮定及修復肌膚、舒緩濕疹的功

效，再配上各種天然材料如橄欖油、棕櫚
油、椰子油、薰衣草精油等，是保養肌膚的
聖品。 

日期： 10 月 16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300 元(取 750 克手工皂) 

本工作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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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水墨畫作品之嚐鮮樂篇。 

日期： 10 月 9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15-4:15  費用： 180 元 

Découpage 拼貼藝術碟工作坊 
Découpage 拼貼藝術玻璃碟源於法國，透過裁
剪印在餐巾上的圖案，用自己的創意設計，拼
貼出獨一無二的作品，製作精美的玻璃碟。 

日期： 10 月 8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4:45-6:45 
費用： 200 元 

皮革手工藝工作坊 
本工作坊將教授皮革工藝的入門技
巧，循序漸進，讓新手初步認識皮
革及工具的特性，輕輕鬆鬆就能製
作出自己專屬的皮革製作品，更可

自由選擇壓印名字，更顯獨特。 

日期：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A 班)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30 
(B 班)時間：下午 2:00-4:30 
費用： 320 元   上課地址：觀塘課室 

水彩裝飾花繪課程 
全新主題的水彩課從色彩配搭教授，透過學習
繪畫不同花卉水彩技法，一點點拼湊出裝飾性
的花環與畫作，從繪畫中體驗自然之美。 

日期： 9月 29 日、10 月 6、13、20 及 27 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 8:00-10:00 
費用： 450 元(包所有材料及運費) 
上課形式：以 Zoom 進行 
 

水溶木顏色輕水彩食物繪畫課程 
課程從水溶木顏色技法及色彩配搭著手，教
授如何繪畫不同甜品與食物的技巧，透過練
習筆觸一點點學習不同材質的繪畫技巧。 

日期： 9月 30 日、10 月 7、14、21 及 2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8:00-10:00 
費用： 450 元(包所有材料及運費) 
上課形式：以 Zoom 進行 
 

迷你玻璃盆景工作坊 濃墨淡彩中國水墨畫工作坊  
本工作坊導師將教授基本的種植技巧及護理知
識，學員可發揮創意，以不同種類的植物和裝
飾，打造一個獨一無二的桌上小花園。  

日期： 9月 17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4:45-6:45    
費用： 240 元 

本工作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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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秋
菊蝴蝶舞篇。 

日期： 9月 18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2:15-4:15 
費用： 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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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養烹飪課程 
日式食養導師 

「食養料理（Macrobiotic）」是一套日本的飲食方法，概念來自
中國的《內經》、《易經》、《道德經》、西方營養學等，著重一
物全體、身土不二、均衡飲食、五穀為養、傳統釀造醬料、感恩慢
嚼等概念，主張簡單生活與愉悅舒服的自然相互調和，這套飲食方
法亦在美國、南美洲、歐洲各地流行。 

導師與學生一起合作製做一套飯菜，然後均分各自帶回家食用(學
生需自備飯盒及暖湯用的保溫瓶) 

日期： 11 月 10 日星期四 下午 7:00-9:00、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 5:00-7:00 
       11 月 17 日星期四 下午 7:00-9:00、11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5:00-7:00 
       11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7:00-9:00、11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5:00-7:00 
上堂地點：太子道西 190 號 3 樓 
費用： 500 元/人/每堂包材料；全 6堂報讀有折扣： 2700 元包材料 

日本水晶花課程 
日本水晶花使用 DIP 液經由金屬線的
塑形沾染出美麗的花朵，可以呈現透
明玻璃質感的各種花形，藉由配件的
搭配可以製作出有質感的飾品配飾。

這課程將一同製作：三色菫襟花、瑪加烈菊錬咀、
繡球花指環及聖誕耳飾。 

導師為正式在日本接受訓練，取得師範 1 級資格，
課堂傳授的技術正宗先進，材料由日本帶港。 

日期： 11 月 6、13、20 及 27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 3:00-5:00    
費用： 1500 元/4 堂(包括所有材料) 

日本保鮮松聖誕松果吊飾工作坊 
利用日本保鮮松、 大松果、 
乾花、 飾物、 絲帶、 小串
燈製作出獨一無二的聖誕松果
吊飾， 附送一個吊架及精美
包裝， 可掛於窗邊、聖誕
樹、 桌上等等。 送禮自用皆
可，為歡樂節日添上氣氛。 

日期： 12 月 4 日(星期日) 
A 班：下午 12:00-2:00 或 
B 班：下午 2:30-4:30 

費用： 300 元(包括所有材料) 

韓式花籃工作坊  
由導師介紹花材及工具處
理方式、顏色配搭與插花
泥的技巧，親手製作自然
風格韓式小花籃 。  

日期： 10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500 元 

手製新鮮貴族松聖誕環工作坊 
用上珍貴的貴族松，加上松
果、雪松、肉桂卷、橡果，
親手製作出獨一無二的聖誕
花環。花環材料由導師親自
精心挑選，包括新鮮的貴族
松、松果、檸檬片、尤加利
果,讓學員配搭出最美的聖誕
花環。新鮮聖誕貴族松會散
發出松木幽香,非常適合居家

擺設或交換禮物！  

日期： 12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5:00   費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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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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花藝首飾工作坊  
揉合色彩斑斕而優雅大方的花
卉和植物，放入玻璃小球內，
發掘個人品味和獨特個性，找
出最完美的配合，創造出獨一

無二的浮游花首飾。 

日期： 10 月 23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00-4:00   

費用： 350 元(製作首飾兩件) 

俄羅斯刺繡工作坊 
它是一種來自俄羅斯，使用針筆戳出圖
案的刺繡技法，又稱戳戳繡。能快速創
作出作品，戳出成就感與靈感，是一種
紓解壓力與練習專注力的好玩手作。 

日期： 10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45-6:45   費用：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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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班 

上午 11:30-12:45 

導師： Jarvia 

Belly Dance 

上午 10:00-11:00 

導師： Elaine 

全身伸展 

治療瑜伽班 

上午 10:45-11:45 

導師： Le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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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導師： Leona 

              

Zumba Fitness 

下午 2:15-3:15 

         5:00-6:00     

導師： Elaine 

Belly Dance 
下午 3:00-4:30 

導師： Berlinda 

普拉堤伸展 

下午 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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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上午 11:30-12:30

導師： Le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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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15 

           6:30-8:00 

導師： Joan 

普拉堤伸展 

下午 6:15-7:15     

導師： 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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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墨淡彩中國水
墨畫工作坊 

9 月 18 日 

10 月 9 日 

下午 2:15-4;15 

學費： 180 元/堂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6:50-8:20     

導師： Sarah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8:10-9:10 

導師： Joan 

肩頸腰伸展 

治療瑜珈班 

下午 5:30-6:30 

         6:40-8:10     

導師： Joan 

Slim Dance 

下午 6:00-7:00 

導師： Jane 

流瑜伽 

下午 6:00-7:00    

導師：晶晶 

Dance Fitness 

下午 2:00-3:00 

導師： Nicole 

星空香薰蠟燭夜
燈工作坊 

9 月 25 日 

下午 2:00-4:00    

費用： 370 元  

Funky+Stretch 

下午 3:00-4:00
導師： Sony 

              

瑜伽輪      
Wheel Yoga    

下午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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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pop Dance 

下午 7:30-8:30 

          8:30-9:30 

導師： Sony 

Funky Dance 
下午 6:15-7:15   

導師： Stephanie 
 

下午 8:30-9:30   
導師： Misuki 

瑜伽伸展 
下午 2:00-3:00 

以 Zoom 進行   

導師： April 

草本左手香乳皂
工作坊 

10 月 16 日  

下午 2:00-5:00 

費用： 320 元 

             

韓式花籃工作坊 

10 月 2 日 

下午 2:00-5:00     

費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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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15 

          8:15-9:30 

導師： Emmy 

K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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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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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

報名 

香港女教師協會 

會址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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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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