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消息! 
婦女會已開始使用新版會員證，而舊版會員證仍然生效。如各會員有

意更換新證，歡迎攜同舊版會員證親臨本會辦理。 

新證需時製作，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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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欲接收本婦女會的活動資訊， 

請致電或以電郵方式通知我們。 

地址：藍田平田邨平真樓地下三號 B 

電話： 2346 5426  傳真： 2346 5992 

電郵：w_club_lt@famplan.org.hk 
網頁： http://www.famplan.org.hk/womenclub 
  

 
 

 
 

 

藍田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屯門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馬鞍山婦女會 

招募各類經驗或註冊小組導師 

如有意者，請於每年 3月 1日至 15日前或 

9月 1日至 15日前，致電或親臨本會與職員洽商。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 Code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

張，如在使用上有任何疑問，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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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致力推動婦女投入社區，通過發揮所長的方式去參與地區

服務，分別成立了不同性質的義工隊伍，有興趣加入的會員，歡

迎向職員查詢。 

• 通過遊戲、活動的方式推廣性教育； 
• 參與成員需接受相關的培訓。 

• 練習健骨運動，應用於推廣活動上； 
• 設定期訓練及會議，商討小組工作
安排。 

• 完成理髮訓練的組員，定期為長者提
供免費理髮服務。 

• 以歌舞表演提供服務； 

• 歌唱、舞蹈各有固定的練習時段，由義
務導師安排練習內容，組員需配合參與。 

 

• 發揮手工藝、廚藝的專長，協助製
作紀念品，或提供示範活動； 

• 每周均有聚會，透過分享、互相學
習，裝備組員擔任主持。 

• 為婦女會於地區上的活動宣傳推
廣； 

• 協助構思、主持攤位遊戲； 

• 通過培訓，擔任活動主持。 



日期：2017年 10月 27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0(包括材料費) 

名額：10人 

主持：資源共享小組成員 

內容：「銅鑼燒」又稱紅豆燒餅，一齊製作出日式甜點。 

資源共享系列 － 銅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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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系列 － 皮革製品 

課程一： 

【拉鍊銀包】 

日期：2017年 9月 8及 15日(五) 

課程二： 

【小型手挽袋】 

日期：2017年 11月 17及 24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每個課程$50(不包括材料) 

主持：資源共享小組成員 

內容：教您親手製作出獨一無二的皮革製品。 

參加者需自行購買材料(皮革及配件)。 

每兩堂完成一個作品；參加者需按課程（一）或（二）報名。 

 

動手做美食 － 老婆餅 

日期：2017年 11月 7日(二)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0(包括材料費) 

名額：10人 

主持：雷麗霞女士 

內容：老婆餅是源自廣東的傳統食物，讓我們一同製作「外鬆 

   內軟」，令人回味的老婆餅。 

 

日期：2017年 7月 11,18,25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50/三堂(包括材料費) 

名額：12人 

主持：詹麗珠女士 

內容：禪繞畫(Zentangle)是一套源自美國的繪圖創作方式，由

線條和圓心等基本圖形構成。主持除了分享繪畫禪繞畫的

基礎技法，更會分享個人在創作過程中的心得，不單提高

集中力，也帶來自在、心靜的效果。 

 

 

禪繞畫體驗 



日期：2017年 12月 6日(三)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主持：九龍樂善堂(待定) 

內容：濕疹又稱「皮炎」，是一種常見的「皮膚病」，讓我們一同 

  以中醫角度了解「成因」及舒緩方法。 

「濕疹」怎麼辦？ 

 
 

 
 
 
     

 服 務 小組活動 戶外活動 

雷暴警告 照 常 照 常 *致電查詢 

黃色暴雨 照 常 照 常 *致電查詢 

紅色暴雨 照 常 *致電查詢 *致電查詢 

黑色暴雨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1號颱風 照 常 照 常 照 常 

3號颱風 照 常 照 常 *致電查詢 

8號或以上颱風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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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系列 － 骨盆底肌運動 

日期：2017年 10月 18日(三)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 

名額：20人 

主持：太極班導師 - 李汝芬師傅 

內容：骨盤底肌運動能強健支撐膀胱的肌肉，能讓肌肉保持良好 

  的狀況，同時亦可以改善女性尿滲問題。 
 

談穴位保健 

日期：2017年 7 月 28日(五) 

2017年 10月 13日(五)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0/每堂   

名額：25人     

主持：穴位按摩班導師 - 吳  深師傅 

內容：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透過按壓穴位來保養身體，做到中醫

所謂的「治未病」。除了詳細講解婦女的保健穴位，更會

指導大家按壓的方法。 

 

 

備註： 

(1) 於紅色暴雨警告或 3 號颱風訊號生效時，本會有權因應個別戶外

活動性質、地點，以及安全理由，決定活動是否需要取消。 

(2) 在惡劣天氣情況下，參加者必須根據當時情況，考慮自身安全及

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出席活動。如有需要請致電有關婦女會向職

員查詢及商討。 

颱風及暴雨警告時之服務安排 



避孕藥具配售 

 
  

男用避孕套 Durex杜蕾斯                 $40.00/每打 per dozen 
女用避孕套 Femidom                      $40.00/每個 per unit 
口服避孕丸 - Microgynon 30ED敏高樂      $50.00/每排 per cycle 
           - Marvelon 安意避            $50.00/每排 per cycle 
           - Mercilon 美意避             $80.00/每排 per cycle 
           - Gracial                     $80.00/每排 per cycle 
           - Harmonet 輕樂偶            $80.00/每排 per cycle 
           - Yasmin 優思明              $100.00/每排 per cycle 
           - YAZ 優悅                  $100.00/每排 per cycle            
潤滑劑 Aquagel                          $30.00/每支 per tube 
鈣片 Mega Calcium                      $130.00/每樽 per bottle 

為了鼓勵大家定期檢查身體，婦女會會員於家計會轄下任何一間診

所，可以八折優惠接受 ： 

一. 婦女健康檢查 ； 

二. A項或 E項血液化驗服務 (男女會員均可參加) 

預約方法： 

1) 自行在網上預約；或 

2) 自行致電 2572 2222預約；或 

3) 由婦女會代為進行網上或傳真登記。 

詳情請瀏覽 www.famplan.org.hk (e-服務) 或向本會職員查詢。 

注意：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方可享

用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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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髮義工小組的成員，特別安排在節慶前，替長者會員免費理髮， 

需要服務的長者，請向職員登記。 

 長者理髮日 

2017年 8月 1日(二) 

2017年 9月 12日(二) 

2017年 12月 5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4:00 

理髮義工小組 

興趣班 上課日期/時間 導師 收費 內容 

太極班 

(一期八堂) 

逢星期一及五 

A班 

上午 9:00-10:00 

B班 

上午 10:00–11:00 

 

 

李汝芬師傅 會  員$290 

非會員$435 

太極氣功 18式(1) 

(2)、健體操、防跌

十式拳、吳式方拳及

毛巾操、少林基礎拳

術、扇法、九式扇

(1)(2)、段位 1,2路； 

吳式圓拳、太極球、

楊式太極拳、劍、扇 

、基礎劍綜合扇、功

夫扇、八段錦拳劍競

賽套路、少林長拳 

彩墨畫班 

(一期八堂) 

逢星期一 

上午 10:30-11:30 

余  靜女士 會  員$220 

非會員$330 

讓你由淺入深去掌

握中國畫的傳統技

法 

穴位按摩班 

(一期十堂) 

逢星期五 

下午 2:30-3:30 

吳  深師傅 

 

會  員$220 

非會員$330 

透過穴位按摩，進

行手力治療，以促

進脈氣調和 

 

http://www.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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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婦女會如有需要召開會議，課堂將會順延。 

 

為推動更多的會員發揮一己的所長，特別設立【分享園地】，邀

請具有不同專長的會員擔任義務導師，以分享的方式去開設不同

題材的分享小組，讓大家從嘗試的過程中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藝文樂分享  翩翩起「舞」 

日期：2017年 7月至 12月(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50(四堂一期) 

名額：8人 

義務導師：余  靜女士 

內容：分享喳喳、倫巴、牛仔、 

      慢三等基本舞步。 
 

開班日期 

請向職員查詢 

藝文樂分享  「唱」談日語 

日期：2017年 10月 10,17,24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0(三堂一期) 

義務導師：王玉翠女士 

內容：通過羅馬拼音，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廣東歌曲，從歌唱的過

程中去學日文。 

 

藝文樂分享  「泰」易唱 

日期：2017年 8月 9、16、23及 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0(一期四堂) 

義務導師：黃淑英女士 

內容：讓我們一同以「泰文」唱出香港人耳熟能詳的歌曲。 

談情說性同樂日 

日期：2017年 12月 9日(六) 

時間：下午 2:00 - 4:30 

地點：平田邨平旺樓（待定） 

費用：免費 

內容：透過小型講座、錄像分享、展板資訊、免費資源派發、性 

  教育諮詢服務和攤位遊戲，加強大眾對性教育的認識。 

正形健膝操 

日期：2017年 9月 28日(四) 

時間：下午 2:00 - 3: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名額：20人 

主持：義常有您義工隊 – 何婉芬女士 

內容：透過簡單的護膝運動，以舒緩膝蓋的不適，同時帶動全身 

  血液循環。            



 
  

時間：上午 9:15 - 10:45 

對象：對健骼運動感興趣人士 

 

運動推廣篇 

時間：上午 11:15 - 12:30 

對象：健骨活力大使 

 

 

 

【健骨活力小組】致力協助婦女會在地區上推廣健骨防跌的訊息，為有

興趣認識健骼運動的地區人士，提供免費學習的機會。詳情如下： 

健骨活力小組 

日期：2017年 8月、11月(三) 

地點：藍田(東)社區會堂 

 

組員培訓篇 

確實日期：請留意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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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 7月 26日、9月 27日、12月 13日(三)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名額：10位 

主持：健骨活力小組義工 

內容：義工組成員經過多年的培訓，陸續登場與大家一同分享 

  做運動的樂趣。 

備註：因場地限制，每位會員只限參加一節。 

齊齊做運動 － 拍打操 

課程一： 

司儀技巧 

日期：2017年 8月 3日(四) 

課程二： 

溝通技巧 

日期:2017年 10月 19日(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內容：培訓義工裝備自己多方面技巧，讓大家參與地區推廣及擔 

  任活動主持，歡迎有興趣的會員加入義工隊。 

 

 

日期：2017年 7月 12日、9月 6日及 11月 1日(三)  

預備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派發時間：中午 12:00 - 下午 1:00 

地點：本會會所及藍田區內 

費用：免費 

對象：有興趣的會員 

內容：讓婦女一起「扭波」，並派發給本邨的街坊，與大家一齊

分享喜悅，同時亦向街坊推廣婦女會活動。 

婦女同享「扭波樂」 



日期：2017年 10月 31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3: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5(包括材料) 

名額：10人 

主持：資源共享小組成員 

內容：利用鈎針把毛冷織起來，製出小掛飾-帽子。 

 

資源共享系列 － 勾冷小帽子掛飾

卡啦之聲

 

 

   

 

 

 

 

 

 

 

    

日期：2017年 11月 22日及 29日(三) 

時間：下午 2:00 - 3: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5(包括材料費) 

主持：義務導師許麗雲女士 

內容：紙板編織有別於傳統的編織法，既簡單又方便，只需要一

塊紙板就可以編織出頸巾。 

 

紙板織頸巾 

日期：每月第一個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30 -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本會設有影碟機及音響，歡迎會員攜帶正版 VCD碟，相約

朋友來練習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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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遊 - 天際 100 

日期：2017年 8月 8日(二)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1:00 

地點：天際 100 

（集合地點：柯士甸站） 

費用：免費（車費自付） 

名額：30人 

內容：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 

場（ICC）100樓，是唯

一能 360度鳥瞰香港四

方八面不同景觀。 

 
 

同遊 - 綠匯學院 

日期：2017年 10月 11日(三)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大埔綠匯學院 

(集合地點：大埔墟火車站) 

費用：免費(車費自付) 

名額：20人 

內容：「舊大埔警署」現已被列 

為一級歷史建築。是次更 

特意安排「導賞」，讓大

家一同參觀。 

日期：2017年 9月 23日(六) 

時間：上午 9:00 - 5:00 

費用：會員$160   非會員$240   (包含合味道杯麵製作費)      

名額：58人  

行程：前往童夢城通識學園，「我的合味道工作坊」讓你親手製

作獨一無二，完全屬於你的杯麵，從杯身設計到湯底和

配料的選擇都由你作主；參觀以航空為主題的博物館  

航空探知館，並於酒樓享用午餐，隨後參觀中電綠適天

地，體驗新穎有趣的綠適之旅，了解最先進的環保科技

和產品，以及實用的節能新知識。 

 

童夢城「樂」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