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榮譽會員組
第十四
第十四屆幹事會 2015-2016 年度工作報告

一、幹事會

本屆幹事會共有成員 20 名，包括理事會委任顧問幹事 3 名，由全體榮譽會員選任的執行幹事 15 名及由
幹事會委任幹事 1 名。
幹事會架構為：
主席：周炳權
秘書：李富成
康樂：鄧松發
總務：徐惠芳

副主席：周嘉強
副秘書：謝友麗
副康樂：余美燕
李翠珍
副總務：郭良愛

常務幹事：陳永基 何迪文 羅建強 袁文龍 黃翠愛 羅惠怡
委任幹事：周錦翠
顧問幹事：潘瑩明 洪英豪 鄧玉貞

由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6 月，幹事會共舉行月會 10 次。
二、興趣班

本年度共開辦 11 個組別，2015 年秋季課程有 82 班(79 班成功開辦)及 2016 年春季課程有 82 班(78 班成功開
辦)，其中 2015 年秋季課程有 12 班在教協總辦事處上課，39 班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28 班在將軍澳中心上
課。2016 的春季課程有 12 班在教協的總辦事處上課，40 班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其餘 26 班在將軍澳中心
上課。另短期課程秋季 4 班、春季 5 班，分別在銅鑼灣服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兩季服務人次達 3,780
以上。
(以下導師姓名以筆劃序排列)

1. 社交舞：
、1
社交舞：11 班（秋季）
秋季）
、10 班（春季）
春季）

導師：古麗霞、李翠珍、徐振興、徐寶燕、許聯華、楊偉舉、楊淑儀、蘇志恒
負責幹事：羅惠怡
2015 年秋季課程各 16 至 20 週，2016 年春季課程各 15 至 18 週，分別在星期一、三、四於教協總辦事處、
銅鑼灣服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

2. 集體舞：
集體舞：14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石婉嫦、楊少馨、楊麗卿、謝筠
負責幹事：謝友麗
2015 年秋季課程各 16 至 20 週，2016 年春季課程各 15 至 18 週，分別在星期一、三、四、五於教協總辦
事處、銅鑼灣服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

3. 卡拉 OK 組：2 班（秋、春季）
春季）

負責幹事：陳永基、羅惠怡
本組乃興趣班中唯一不設導師者。2015 年秋季課程 14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6 週，逢星期四在銅鑼灣服
務中心活動，上、下午各一班。

4. 太極拳／
太極拳／太極劍組
太極劍組：
(A) 吳式

吳式太極拳：10 班(秋季)、9 班(春季)
春季)
導師： 王偉洪、伍振常、伍惠娟、周錦翠、易蔭華、胡慶齡、陳芷芳、陳棟、章亞男、歐陽秀珍、
鄭文龍、鍾卓垣、羅麗容
負責幹事：羅建強、周錦翠
Ⅱ． 吳式太極劍 108 式：2 班（秋季、春季）
春季）
導師：章亞男
負責幹事：徐惠芳

Ⅰ．

吳式太極拳/太極劍組分不同程度的班別，逢星期二、三於銅鑼灣服務中心及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 17-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8 週。陳棟師傅為吳式太極拳組義務顧問。
Ⅲ． 肢體運動日常化班：1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歐陽秀珍
負責幹事：余美燕
2015 年秋季課程 16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8 週，逢星期五於將軍澳中心上課。
IV. 吳式太極拳（內功心法）: 3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周炳權
負責幹事：余美燕
2015 年秋季課程 16-17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7 週，分別在星期二、五於將軍澳中心上課。
(B) 楊式:
、9 班 (春季）
楊式: 7 班（秋）
春季）
Ⅰ．
2 班(秋、春季)
春季)

楊式太極拳：
導師：伍德林
負責幹事：李翠珍
Ⅱ． 楊式傳統太極拳 85 式：2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梁子平
負責幹事：李翠珍
Ⅲ． 楊式簡化太極拳 42 式：5 班(秋季)
秋季)、7 班(春季)
春季)
導師：何迪文
負責幹事：李翠珍、周嘉強
分初、中、高、進階、高階及聯誼班六個級別，逢星期一、二、四、五於中僑總辦事處、銅鑼灣服
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 16 至 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5 至 18 週。
IV．
IV． 楊式太極劍 54 式初、高班：各 1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何迪文 負責幹事：周嘉強

(C) 太極氣功十八式：
太極氣功十八式：1 班（秋、春季）

導師：周炳權
負責幹事：余美燕
逢星期二下午在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 17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7 週。

(D) 太極柔力球：
太極柔力球：2 班（秋、春季）

導師：周炳權
負責幹事：余美燕
分初、進修班，逢星期五在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 16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7 週。

5. 普通話組：
、4 班 (春季）
普通話組： 3 班（秋季）
春季）

導師：俞美莉、鄭友蓓
負責幹事：黃翠愛
分基礎、複修、深造各 1 班，聯誼兩班，兩季課程各 16 週，於星期四、五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

6. 毛筆書法組：
毛筆書法組：4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李英華、姚錦江
負責幹事：何迪文
分基礎、行書、隸書及篆書共 4 班，2015 年秋季課程 16-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5 至 16 週，分別在星期
一、四、五於銅鑼灣服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

7. 國畫山水組
國畫山水組：
：3 班（春季）
春季）
Ⅰ． 國畫山水畫班

導師：謝可暉 負責幹事：何迪文
分基礎、進階、高階班及深造班，分別在星期一、四於銅鑼灣服務中心或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
秋季課程為 16 至 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5 至 16 週。
Ⅱ． 扇面繪畫及製作班
導師：李英華 負責幹事：何迪文
逢星期四於將軍澳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為 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5 週。

8. 國畫花卉組：
國畫花卉組：4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李翠珍
負責幹事：郭良愛、徐惠芳
分基礎，進階及高階班。逢星期三，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兩季課程各 15 週。

9. 歌唱班
歌唱班：3 班 (秋、春季)
春季)

導師：古麗霞
負責幹事：黃翠愛、李翠珍、陳永基
分初、中、高各一班，2015 年秋季課程 16 至 17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6-17 週，逢星期一、四、五在銅
鑼灣服務中心、教協總辦事處上課。

10.
10. 合唱團：
合唱團：1 班（秋、春季）
春季）

此組歡迎榮譽會員及普通會員參加
指揮：梁志強 伴奏：徐君怡
負責幹事：羅建強、周錦翠
逢星期二晚上在銅鑼灣服務中心排練，兩季課程各 16 至 18 週。

11. 編織組
（A） 棒針鈎針編織班
棒針鈎針編織班：2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顧莊湘綺 負責幹事：徐惠芳
2015 年秋季課程 19 至 20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6-18 週，逢星期三、五上午在教協總辦事處上課。

（B）Ⅰ．鈎織及棒針編織班：
鈎織及棒針編織班：1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吳蕙嫻 負責幹事：黃翠愛
兩季課程各 16 週，逢星期四下午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
Ⅱ．水晶飾物 DIY 班：1 班（秋、春季）
春季）
導師：吳蕙嫻 負責幹事：黃翠愛
課程兩季各 16 週，逢星期四下午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

12. 短期課程
（A） 攝影技巧
，初階班(2016
攝影技巧班
技巧班：進階班、
進階班、高階班（
高階班（2015
2015 秋季）
秋季）
初階班(2016 春季)
春季)

導師：郭錦標
負責幹事：周錦翠
逢星期一、二上午於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2015 年秋季課程 8 週至 10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7 週。

（B） 肢體運動日常化 （2015
2015 暑期 7/7/20157/7/2015-11/8/2015）
11/8/2015）

導師：歐陽秀珍 負責幹事：周錦翠
逢星期二上午於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共 6 週。

（C）

家居有機種植講座經驗分享-單元 1（2015
2015 秋季）
秋季）家居有機種植講座經驗分享-單元 2,3 (2016 春季)

導師：馬憲恩
負責幹事：羅建強、周錦翠
逢星期一上午於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兩季共 6 節。

（D） 吳式太極拳快拳（
吳式太極拳快拳（2016
2016 春季）

導師：周炳權
負責幹事：余美燕
逢星期二上午於將軍澳中心上課，共 10 週。

三、其他活動

.

1 春節聯歡聚餐

本組於 2016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晚，假香港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德宏大廈 2 字樓彩雲軒海鮮酒家舉行本年度
春節聯歡聚餐，筵開 13 席。會長馮偉華及十多位理、監事出席支持，致辭祝酒，把盞言歡。席前有雀局遣
興，席間加插抽獎，合唱團演唱多首名曲，猜燈謎，集體舞組表演賀年孖寶猴犀利。

2. 長洲郊遊樂

本組於 2015 年 12 月 5 日舉行了長洲郊遊樂活動，由本組康樂鄧松發及職員梁翠珊連同參加者，一行二十
多人由西灣長洲碼頭出發，沿途步行至東灣海灘、觀音灣，再往長洲芝麻坑家樂徑，遠望沿海風光，沿岸
奇石嶙峋，令人目不暇給。最後參觀長洲著名廟宇，關公忠烈亭、北帝廟，至中午各人自費亨用島上的海

鮮及小食，又可購買有特色紀念品，此行節目豐富，各人都感到非常滿意，更希望本組可以再次舉辦。
3. 馬灣今古遊

本組於 2016 年 4 月 10 日舉行了馬灣今古遊活動，由本組康樂鄧松發及顧問理事鄧玉貞連同參加者，一行
四十多人，當日雖然天雨，但仍不減參加者熱誠，報了名的老友記都準時出席。首先遊歷珀麗灣新區，經
挪亞方舟，馬灣公園，步行至破爛荒廢舊村，參觀天后廟和九龍關石碑，近觀汲水門，返回馬灣海灘，青
馬大橋下用膳，步程約兩小時完成行程。

4. 協助本會工作

協辦榮譽會員組周年大會暨會員榮休大會: 本組周年大會於本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12 時至 2 時，假
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德宏大廈 2 字樓彩雲軒海鮮酒家舉行，除通過周年工作報告，又宴請本年度榮
休之會員，由會長馮偉華及葉建源議員及監事會主席潘天賜，與榮休老師合照留念，並歡迎即席加入本組
大家庭，成為退休會員。

5. 本組通訊期刊

自 2003 年 6 月創刊以來，通訊至今共出版 63 期，均隨《教協報》寄發全體榮譽會員。每年出版 5 至 6 期。
本組通訊由第 59 期開始，以全彩色篇幅及加入新的欄目，包括：結緣檔案、教協資訊、金齡光譜、活動剪
影及康訊佳音，內容更豐富，更精彩，亦有不少組員來稿，或詩或文，分享保健心得，旅遊見聞及參加興
趣班之感受等等。編輯小組成員有：李富成、袁文龍、周錦翠、張健才、黃灼源、溫秀瓊、老興永、李翠
珍及顧問理事鄧玉貞。

6. 寄發本組周年工作報告

由第九屆幹事會開始，本組之周年工作報告除在組員周年大會上派發予出席者外，亦會刊登於十月份出版
的《榮譽會員組通訊》讓全體榮譽會員閱覽。

四、迎新

本組大家庭已超逾一萬六千多人，歡迎本年度榮休之會員加入，參與各類興趣班及其他活動，共同享受健康愉
快之黃金歲月。
五、總結

本組活動及事務得蒙不少榮譽會員踴躍參與，教協會理事會、監事會及職員一貫大力支持︰理事潘瑩明、洪英
豪及鄧玉貞的指導；總幹事馮家強，總辦事處職員林依雯、梁淑明及梁翠珊、銅鑼灣服務中心職員馬惠茹及何
彩麗，以及將軍澳中心職員陳文秋、黃慧丹等，均持續支援。謹代表全體幹事，敬致衷心謝意！
此外，各位組員對本組事務有任何意見，歡迎向幹事會提出，使能有所改進。
最後，謹祝 教協會會務昌隆，在座各位身心康泰！
榮譽會員組
第十四屆幹事會主席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八 日

周炳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