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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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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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馬鞍山婦女會 

屯門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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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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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的職務 

1. 推行及參與會務 

2. 協助策劃活動、參與 

帶領的工作 

3. 擔任職員與會員之間 

的橋樑，收集會員的

意見，並向職員反映 

4. 協助婦女會建立地區 

網絡 

日期：2018年 1月 13日(六) 

時間：下午 2:00 – 5:00 

地點：平田邨平旺樓對出空地 

費用：全免 

內容：透過攤位遊戲、有獎問答遊戲提醒大家「善用公屋資源」，

並將「綠式生活」融入日常的生活當中；透過歌舞、運

動的示範及互動，以及小丑魔術、雜耍等舞台表演，營

造歡樂、和諧的氣氛。 

*活動由平田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撥款贊助 

 

【善用公屋資源 投入綠式生活】嘉年華 

「義」戲同樂迎端陽 

日期：2018年 6月 14日(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藍田(東)社區會堂 

費用：全免 

內容：發揮婦女義工多方面的才藝，除表演精彩歌舞，更會為

大家安排拍打運動的示範及互動，通過簡單易明的動

作，帶動大家一起運動，體驗箇中樂趣，另加入遊戲， 

增添歡樂氣氛，與長者共迎端陽佳節。 

*擬申請觀塘區議會撥款贊助 

2018年，藍田婦女會踏入 25周年，兩年一任的執行委員，也進

入了換屆的籌備階段。各個義工組的成員，期待大家能夠拿出勇

氣，挑戰自己，執行委員的工作，將會為你帶來另一層面的學習。 

有關執行委員的職務、執行委員會的架構，以及候選人參選資格，

逐一為大家介紹！ 

 

執行委員會的架構 

• 會長一位 

• 副會長一位 

• 委員兩至四位 

候選人參選資格 

• 必須為家計會轄下各婦女會的會員； 

• 獲會員提名或自薦； 

• 於家計會婦女會義工組服務一年或以上； 

• 願意付出時間，擔當委員會需履行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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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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 2月 28日(三)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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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年 3月 13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5:00 

集合地點：將軍澳百勝角消防及救護學院          

費用：免費(車費自付)                  
名額：18人                                

內容：由專人導賞，在模擬的場景中學習防火、逃生及急救等

知識，體驗消防員工作；更可了解香港消防處的歷史。 

同遊天際 100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日期：2018年 4月 28日(六)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地點：警犬隊觀塘行動基地 

費用：免費（車費自付） 

名額：28人 

內容：對警犬的訓練、犬舍設施及日常工作能有所了解，並可

與警犬有近距離接觸。 

參觀警犬隊 

日期：2018年 5月 12日(六) 

時間：上午 9:00 - 5:00 

費用：會員$140     非會員$210        

名額：58人  

行程：暢遊紅磚屋休閒市集、流浮山大街，選購當地馳名海味

乾貨，並享用鮑魚海鮮餐，餐後前往位於大埔桐梓的慈

山寺，建有七十六米全球最高戶外青銅觀音像，一塊可

淨化心靈的清幽之地。 

淨化心靈慈山行 

 

颱風及暴雨警告時之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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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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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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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B班 

上午 9:00–10:00 

 

 

李汝芬師傅 會  員$290 

非會員$435 

太極氣功 18式 1、2

路、健體操、防跌十

式拳、毛巾操、段位

1,2路、吳式方拳、

圓拳、少林基礎拳、

扇法、九式扇 1-3路 

、太極球、楊式太極

拳、劍、扇、基礎劍、

綜合扇、功夫扇、八

段錦、42式拳劍、48

式競賽套路、少林長

拳、陳式推手 5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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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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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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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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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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妳同享「扭波樂」 

手語歌樂分享 

12 

義常有您義工隊

由【義常有您義工隊】的成員擔任主持，為大家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每月一「聲」

日期：2018年 1月 5日, 2月 2日, 3月 2日, 

             4月 6日, 5月 4日, 6月 1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內容：設卡拉 OK時段，參加者需預先登記及自備正版 VCD碟。 

日期：2018年 3月 7日、5月 2日(三)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內容：與大家一起「扭波」，同享箇中的樂趣。 

日期：2018年 4月 12,19,26及 5月 3日(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0(四堂) 

內容：指導大家以手語演繹歌曲「感恩的心」。 

理髮義工小組的成員，除了服務本會的長者會員，在 2017年的下

旬更踏出了婦女會，替循理會德田耆樂會所的長者提供理髮服務，

讓更多的人受惠。 

 長者理髮日 

日期：2018年 1月 9日(二) 

    2018年 6月 5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義常有您義工隊

 地區推廣 

日期：2018年 3月 7日、5月 2日(三) 

時間：中午 12:00 –下午 1:00 

地點：藍田區內 

內容：由義常有您的成員協助派發單張，向街坊介紹婦女會的

服務、活動。 

需要理髮服務的長者，請於理髮日當日到婦女會領取剪髮券，名

額有限，額滿即止。 

理髮義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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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上午 9:15 - 10:45 

對象：對健骼運動感興趣人士 

 

齊學健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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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3月、5月(三) 

地點：藍田(東)社區會堂 

 

組員培訓練習 

確認日期，請向婦女會查詢。 

 

日期：2018年 1月 12,19及 26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60(三堂，包括材料費) 

名額：12人 

內容：迎接新春的到來，教大家自製串珠揮春。 
 

日期：2018年 6月 22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5(包括材料費) 

名額：12人 

內容：如何按個人的口味，自製鳳梨酥餡料，焗出酥軟可口的

鳳梨酥，一一與妳分享。 

資源共享小組 

串珠揮春迎新春 

日期：2018年 4月 13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0(包括材料費) 

名額：12人 

內容：把捲好的紙條組合起來，就可以做出一盆別緻的小盆栽。 

迷你捲紙花盆栽 

【資源共享小組】與妳有約星期五……… 

巧製鳳梨酥 

 

日期：2018年 3月 13、20及 27日(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三堂) 

名額：8人 

內容：為了讓大家完全掌握整套拍打操， 

故特別安排健骨大使，通過三堂 

課與大家進行練習，透過拍打去 

感受經絡疏通後的舒暢。 

舒經活絡拍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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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如有需要召開會議，上課日期將會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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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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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樂分享  繩結貓貓吊飾 

日期：2018年 5月 11,18,25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30(三堂，包括材料費) 

名額：10人 

義務導師：莊楚琼女士 

內容：熟習中國繩結裡的鈄卷結以及雀頭結，就能製作出這款可

愛的繩結貓貓吊飾! 

 

藝文樂分享 油畫初體驗 

天衣無縫 

日期：2018年 6月 19日(二) 

時間：下午 2:30 - 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50(包括工具、材料費) 

名額：12人 

義務導師：Ｊ慧茹女士 

內容：油畫的畫面絢麗輝煌，色彩溫暖而多姿，很多人都喜歡用

油畫來裝飾。透過簡單的主題，指導大家在畫布上繪畫，

感受箇中的趣味。 

 

日期：2018年 5月 8,15日(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5(二堂，包括材料費) 

名額：12人 

義務導師：連巧嬌女士 

內容：不留痕跡的衣物縫補，需要有一雙巧手。請來專人指導，

讓大家親身嘗試何謂「夭衣無縫」。 

 

開班日期 

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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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 2月 6日(二) 

時間：下午 2:0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名額：26人 

義務導師：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導師 

內容：認識手工皂的製造和清潔的原理，並親手利用天然材料及

廢物製作綠色手皂。 

備註：請自備一個循環再用的軟身器皿，有蓋為佳。 

綠色手皂工作坊  

日期：2018年 3月 15日(四)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名額：25人 

講者：香港心理衞生會 - 恆健坊 

內容：每個人都會因為生活或轉變而面對不同程度的壓力，其實

減壓可以很簡單，只要找到自己合用的方法，就可以舒緩

負面的情緒。 

減壓 你做得到 

日期：2018年 3月 24日(六)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5:00 

集合地點：香港迪士尼樂園入口 

名額：58人 

對象：低收入人士家庭(每個家庭人數上限為 4人） 

內容：與家人同遊迪士尼，享受愉快的家庭樂 

（參加者需為香港居民，並需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如書簿

全額津貼或綜援証明） 

費用：全免（車費及午膳自理） 

鳴謝：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社區共享計劃贊助 

備註：首次參加的家庭優先報名 

 申請結果有待確認  

迪士尼同樂日

 

 

 

   

 

 

 

 

 

 

  

 

 

 

 

   

 

 

 

 

 

 

  

 

 

日期：2018年 2月 28日(三)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包括材料費) 

      *歡迎自備利是封 8個 

名額：12人 

義務導師：顏少英女士  

內容：新年過後，大家都會收集了不少的利是封，把他們組合釘

裝起來，就能製作出款式多變的花燈吊飾。 

 

心型利是封花燈吊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