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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工作報告

一、幹事會

本屆幹事會共有成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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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周嘉強 常務幹事：陳永基 何迪文 羅建強 袁文龍 黃翠愛 羅惠怡
秘書：李富成 副秘書：謝友麗 委任幹事：周錦翠
康樂：鄧松發 副康樂：余美燕 李翠珍
總務：徐惠芳 副總務：郭良愛 顧問幹事：潘瑩明 洪英豪(2016 年 4 月止) 田方澤(2016 年 4 月起)
理事代表：鄧玉貞 馮碧儀 (2016 年 5 月起) 工作人員：黃克廉 (2016 年 5 月起)

由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幹事會共舉行月會 10 次。

二、興趣班

本年度共開辦 13 個組別，2016 年秋季課程有 79 班及 2017 年春季課程有 79 班，其中 2016 年秋季課程有 12
班在教協總辦事處上課，41 班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26 班在將軍澳中心上課。2017 的春季課程有 11 班在
教協的總辦事處上課，41 班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其餘 27 班在將軍澳中心上課。另短期課程秋季 3 班、春
季 3 班，分別在教協總辦事處或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兩季服務人次達 3,860 以上。
(以下導師姓名以筆劃序排列)

1. 社交舞：
、1
社交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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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秋季課程各 14 至 19 週，2017 年春季課程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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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秋季課程各 14 至 19 週，2017 年春季課程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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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課程 15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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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吳式太極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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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秋季、春季）
春季）
導師：章亞男
負責幹事：徐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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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課程 16-17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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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秋季課程 16 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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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秋季課程 16-1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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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秋季)
秋季)、4 班(春季)
春季)
導師：何迪文
負責幹事：李翠珍、周嘉強
分初、中、高及聯誼班四個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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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課程 14 至 1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7 至 18 週。
IV．
IV． 楊式太極劍 54 式初、高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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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課程 1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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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班 (春季）
普通話組： 5 班（秋季）
春季）

導師：俞美莉、鄭友蓓
負責幹事：黃翠愛
分初、中、高各 1 班，聯誼兩班，兩季課程各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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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楷書、行書、隸書及篆書共 4 班，2016 年秋季課程 16-18 週，2016 年春季課程 18 週，分別在星期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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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初、中、高及聯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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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於將軍澳中心上課，2016 年秋季課程為 1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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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初、中、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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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課程 16 至 17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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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週。
合唱團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假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辦了 12 周年音樂會
11. 編織組
（A） 棒針鈎針編織班
、1 班(春季）
棒針鈎針編織班：2 班（秋季）
春季）

導師：顧莊湘綺 負責幹事：徐惠芳
2016 年秋季課程 1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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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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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週，逢星期四下午在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

12.
12. 口琴班 1 班（春季）
春季）

導師：李炳生 負責幹事：黃翠愛
2017 年春季課程 16 週，逢星期二上午在將軍澳中心上課。

13.
13. 短期課程
（A） 進階攝影
，初階班(201
進階攝影技巧
攝影技巧班
技巧班：進階班（
進階班（2016
2016 秋季）
秋季）
初階班(2017
(2017 春季)
春季)

導師：郭錦標
負責幹事：周錦翠
逢星期一上午於銅鑼灣服務中心上課，2016 年秋季課程 8 週，2017 年春季課程 6 週。

（B） 肢體運動日常化班
肢體運動日常化班 （2016
2016 暑期 5/7/2016
/7/2016-26/
26/7/201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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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週。

（C）

家居有機種植講座經驗分享（2016
2016 秋季）
秋季）(2017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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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節。

（D） 環保摺紙工作坊（
環保摺紙工作坊（2016
2016 春季）

導師：李潔芳
22/11/2016 及 17/01/2017 各舉辦 1 節。

三、其他活動

.

1 春節聯歡聚餐

本組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晚，假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8 號格蘭中心 3 樓全層舉行本年度春節聯歡
聚餐，筵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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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前有趣味猜燈謎、合
唱團演唱多首名曲及口琴演奏、太極表演，席間加插幸運大抽獎。

2. 坪洲漫步遊

本組於 2016 年 10 月 15 日舉行了坪洲漫步遊活動，由本組康樂鄧松發及顧問理事鄧玉貞連同參加者，一行
五十多人，首先遊覽坪洲天后宮、龍母廟、坪洲戲院，造船廠、紡織廠、鋼管廠、牛皮廠等遺址，後往坪
洲家樂徑，享受離島寧靜，漫步海濱小徑，可以遠眺香港迪士尼樂園及愉景灣。島上有路連接大利島，大
利島上現時有污水處理廠。東北方的盡頭有「釣魚石」，步行約二小時，輕鬆易走。

3. 秋遊黃金三聖

本組於 2017 年 1 月 7 日舉行了秋遊黃金三聖活動，由黃金海岸經掃管笏上麥理浩徑第十後，沿山邊引水
道繞行一小時抵達三聖灣，全部步程約二小時。全程平路，終點起點都多食肆，沿途多處有健身設施和休
息區，路闊遊人少。

4. 春遊紅梅谷

本組於 2017 年 3 月 11 日，舉辦春遊紅梅谷活動，由九龍水塘起步，沿衞奕信徑第五段漫步，全程平路，
山林幽徑，輕鬆易走，途經獅子山隧道口山腰，檢閱車輛進出其中，蔚為奇觀。至紅梅谷，更可順道訪望
夫石（需上山約 15 分鐘），緬懷沙田發展今昔。步程約二小時，到沙田頭新村落車公廟解散。
5. 新娘照鏡迎初夏

本組於 2017 年 4 月 30 日，舉辦新娘照鏡迎初夏活動，春盡夏來,榮譽會員一到山澗林蔭中享受大然的

清涼吧暢遊照鏡潭及新娘潭,再溯源而上至烏蛟騰,訪新界東北幽美古村賞蝶兒花間飛舞。當日步程
約二小時,沿途古樹參天,水潭處處,少許上山古道,屬輕鬆易走。用品、行山杖、少許乾糧及充足飲
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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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星期六)下午 12 時至 2 時，假
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倫敦大酒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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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組通訊期刊

自 2003 年 6 月創刊以來，通訊至今共出版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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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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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十五屆幹事會選舉

第十四屆幹事會兩年任期告滿，第十五屆幹事會選舉程序於本年四月依章展開，並於五月二十七
日開票，當選者隨後於六月七日幹事會議上互選職位，結果如下：

主席： 黃克廉 副主席： 周炳權
秘書： 謝友麗 副秘書： 何迪文
康樂： 余美燕 副康樂： 徐惠芳、老興永
總務： 羅惠怡 副總務： 黃翠愛
常務幹事：陳永基、周錦翠、郭良愛、黎志強、羅建強、袁文龍
四、迎新

本組大家庭已超逾一萬八千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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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理事：潘瑩明、洪英豪、田方澤，理事代表：鄧玉貞、馮碧儀及工作人員黃克廉的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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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 日

周炳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