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欲接收本婦女會的活動資訊，
請致電或 Whatsapp 通知我們。

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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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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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如欲取電子版單張、最新活動資訊、查詢及報名，
歡迎致電或 Whatsapp 藍田婦女會
5690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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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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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優惠服

活動退款須知
如活動報名人數不足， 本會有權取消活動，並按程序
向參加者安排退款。
 如參加者因私人理由退出活動，恕本會不接受退款申
請。





如活動遇特別事故，屬本會非能控制的情況（例如：颱
風、暴雨、天災、疫情等）， 在一般情況下，活動會改
期進行。如參加者因活動改期而無法參加或活動最終
取消，本會會安排退款。

為了鼓勵大家定期作婦科檢查，婦女會會員於家計會轄下任何
一間診所，可以享有八折優惠接受 : (1) 婦女健康檢查 (只限
女性會員) 及 (2) A 或 E 項血液化驗服務 (男女會員均可參
加)。
A項

血液化驗: 血球常規、肝功能、肌酸酐、乙型肝炎抗原及抗體、
空腹血糖及血脂常規 (需於抽血前 8 小時開始禁食)

E項

血液化驗: 血球常規、肝功能、肌酸酐、血鈣、血鏻、甲狀腺
素、空腹血糖、血脂常規、尿酸及維他命 D (需於抽血前 8 小時
開始禁食)

預約方法 :
(1) 自行在網上或致電預約熱線 2572-2222 登記
(2) 由婦女會代為網上或傳真登記
詳情請瀏覽 www.famplan.org.hk (e-服務) 或向本會職員查詢。
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證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

惡劣天氣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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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藥具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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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驅蚊塔
日期： 2021年7月16日(五)
時間： 下午2:30-3:30
主持： 義務導師-梁金玲女士
費用： 會員$30 (包括材料費)
內容： 利用天然材料製造驅蚊塔，散發芳香之餘，
同時跟蚊蟲講“拜拜”。
地點： 本會會所或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舞蹈入門班
日期： 2021年8月24日(二)
時間： 下午2:30-3:30
主持： 歌舞義工隊義工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義工教授基本舞蹈技巧、手勢及步法，藉此
啟發大家對舞蹈的了解及興趣。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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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班

D.I.Y. 護唇膏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3 日(三)

日期 :

逢星期一及五(一期八堂)

時間： 下午 2:30-3:30

時間 :

A 班上午 10:00-11:00

主持： 義務導師-梁金玲女士
費用： 會員$30 (包括材料費)
內容： 製作純天然護唇膏，讓您在這個冬天
嘴唇時刻感到滋潤，告別脫皮狀態 。
地點： 本會會所

地點
費用
導師
內容

:
:
:
:

B 班上午 09:00-10:00
藍田(東)社區會堂
會員$200 非會員$300 (8 堂費用）
何漢強師傅
傳統楊家太極拳 8 式、28 式、85 式、51 劍、 13
刀。式方拳、圓拳、91 劍、81 刀。初級套路 8 式
拳、16 式拳。競賽套路 24 拳 42 拳/劍、32 劍。
五步拳、盤龍劍、長拳 3 路。功夫扇、蓮花扇、
四維扇。導引保健功、心意腱行功。引體令柔 13
式、氣功 18 式。太極 13 功、八段錦。

“Bling Bling”抗皺眼霜

彩墨畫班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三)
時間： 下午 2:30-3:30
主持： 義務導師-梁金玲女士
費用： 會員$30 (包括材料費)
內容： 齊齊動手製造無添加眼霜，
修護眼部乾燥肌膚，減少幼紋，
眼睛精靈過人。
地點： 本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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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費用
導師
內容

:
:
:
:
:
:

逢星期一(一期八堂)
上午 10:30-11:30
本會會所
會員$220 非會員$330 (8 堂費用）
余靜女士
讓你由淺入深，掌握中國繪畫傳統技巧，
從中學習專注、安靜，融入繪畫享受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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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紙小雨傘

「擁抱健康」製作防感冒香囊
日期： 2021 年 9 月 28 日(二)
時間： 上午 10:30-11:30
主持：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師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中醫師講解保健資訊，並教授以中藥製作
防感冒香囊一個。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日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二)
時間： 上午 10:30-11:30
主持： 上水婦女會職員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利用簡單的顏色紙，拼砌出小雨傘製成品。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備註： 參加者需於課程前到婦女會領取材料包

備註： 參加者需於課程前到
婦女會領取中藥
材料包一份

毛冷小帽子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 日(二)
時間： 下午 2:30-4:30

招募各類經驗或註冊小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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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上水婦女會職員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職員教授如何輕鬆勾出迷你毛冷小帽子裝飾品 。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備註： 參加者需於課程前到婦女會領取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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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婦女減壓良方
日期： 2021 年 11 月 23 日(二)
時間： 上午 10:30-11:30
費用： 會員免費
主持：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內容： 學習認識中年婦女壓力源頭，掌握處理減壓
方法，調適身心，活得更開心 。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滋養幸福 快樂人生

健骨活力小組
【健骨活力小組】致力協助婦女會在地區上推廣健骨防
跌訊息，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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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1 年 9 月(三)
2021 年 12 月(三)
(日期有待確認)
地點： 藍田(東)社區會堂
齊學健骼運動

組員培訓練習

時間：上午9:15-10:45

時間：上午11:15-12:30

對象：對健骼運動感興趣人士

對象：健骨活力大使

資源共享義工隊

日期： 2021 年 10 月 26 日(二)

D.I.Y. 皮革包

時間： 上午 10:30-11:30
費用： 會員免費

日期： 2021年8月18日(三)

主持：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內容： 思考幸福快樂真義及益處，破除先天或環境
限制的誤解，培養正面快樂人生。

時間： 上午10:30-12:00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內容： 在導師指導下親手製作窩心皮革隨身萬用包，

主持： 義務導師-梁秀慧女士
費用： 會員$88 (包括材料費)
送禮自用皆適宜 。
地點 : 本會會所

*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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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腦操

歌舞義工隊
與您共舞
日期： 2021年10月15日及12月10日(五 )
時間： 下午 2:00-4:00

日期： 2021年7月14日及21日(三)
時間： 上午10:00-11:30
主持： 何明生先生(資深教育工作者)
費用： 會員免費

主持： 歌舞義工隊義工

內容： 利用簡單的身體動作激活大腦，減低生理壓力，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與大家分享簡易舞蹈，讓大家從舞蹈中

提高學習效率 。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舒緩壓力，保持身心健康 。
地點： 藍田(東)社區會堂或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笑學福建歌
日期： 2021年8月19日及26日(四)
時間： 下午2:30-4:00

改善記憶 - 日常生活應用篇
日期： 2021年9月8日(三)
時間： 上午10:30-11:30
主持：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主持： 歌舞義工隊義工

費用： 會員免費

費用： 會員免費
內容： 義工教唱福建歌，有趣又有 fun，笑聲中學習
全新歌曲，另類新體驗。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
10

內容： 介紹遺忘的原因，列出改善記憶方法，教授增強
記憶技巧及活動。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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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常見的氣促問題

退化性膝關節炎講座 - 護理及運動篇
日期：
時間：
主持：
費用 :
內容：
地點：

2021年7月20日(二)
上午10:30-11:30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會員免費
講解治療及護理膝關節炎的方法及示範保健運動。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健康伸展鬆一鬆

日期
時間
主持
費用

:
:
:
:

2021 年 12 月 9 日(四)
上午 10:30-11:30
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會員免費

內容 : 認識氣喘的原因，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誘因、症狀及教授改善呼吸運動，預
防觸發氣喘的要點。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日期
時間
主持
費用
內容

:
:
:
:
:

2021年8月10日(二)
上午 10:30-11:30
香港紅十字會
會員免費
教授肌肉伸展活動，讓會員在家仍能
舒展身體，保持健康。

地點 :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預防鼻敏感講座
日期 : 2021年12月15日(三)
時間 : 上午10:30-11:30

預防皮膚傳染病講座

主持 : 博愛醫院中醫師
費用 : 會員免費

日期
時間
主持
費用
內容

:
:
:
:
:

2021年11月9日(二)
上午 10:30-11:30
香港紅十字會
會員免費
認識常見皮膚傳染病，包括皮膚癬、

內容 : 從中醫角度認識鼻敏感的原因、
症狀及預防保健方法 。
地點：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疣及疥瘡的預防及護理。
地點 : 網上視像會議形式授課
8

*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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