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馬鞍山婦女會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Ma On Shan Women’s Club 

  

 

本會會址：沙田馬鞍山恆安邨恆峰樓地下二號  

地址/電話如有更改，請盡快通知職員 

售賣藥具 
藥 具 價 格 

男用避孕套 Durex杜蕾斯 $35.00 每打 per dozen 

女用避孕套 Femidom(需預訂) $30.00 每個 per unit 

口服避孕丸：  

Microgynon30ED 敏高樂 $40.00 每排 per cycle 

Marvelon 安意避 (需預訂) $40.00 每排 per cycle 

Mercilon 美意避 $70.00 每排 per cycle 

Gracial(需預訂) $70.00 每排 per cycle 

Harmonet 輕樂偶(需預訂) $70.00 每排 per cycle 

Yasmin 優思明 $90.00 每排 per cycle 

潤滑劑 Aquagel $30.00 每支 per tube 

鈣片 Mega Calcium $120.00 每樽 per bottle 

部份藥具需預訂，如有需要請與職員查詢。 

價格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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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休閒聚一聚  

第一課)  

日期： 1月 8日（星期五） 

入門篇時間：下午 2:00-3:00 

進階篇時間：下午 3:00-4:00 

第二課) 

日期： 1月 16日（星期六） 

入門篇時間：上午 9:30-10:30 

進階篇時間：上午 10:30-11:30 

內容： 

第一部分  

介紹常用智能電話功能及軟件 

第二部分  

問答環節 

名額： 10人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自備：智能電話 

智能電話功能及軟件分享會 

廚餘紮染工作坊 
日期： 3 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費用：免費 

地點：本會會所 主講：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名額： 30 人 

內容： 

1) 講解製造紡織品對環境的影響 

2) 教授利用咖啡渣製造天然染料，一同制作紮染作品，翻新舊手帕 

備註：參加者需要自備手帕/布一條（白色為佳） 

「包有保障‧存得安心」包點製作(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 4月 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主講：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內容：認識存款保障的知識同時一同製作包點，共享美食 

日期： 1月 12日/2月 23日/3月 8 日/4月 12日/5月 10日/6 月 14日 

(逢星期二)   名額： 10人   時間：上午 11:30-1:00   地點：本會會所      

導師：義務導師譚淑芬女士   每節費用：會員$10/非會員:$15 

內容：教授制作披肩、圍巾、花樣編織等             (自備材料及工具) 

「溫暖牌」編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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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狀況 中心服務 中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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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風球 照常 照常 照常 

3 號風球 照常 照常 *致電查詢 

8 號或以上颱風 暫停 暫停 暫停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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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請致電有關婦女會向職員查詢及商討。 

颱風及暴雨安排  

休閒閣 
讓會員們共聚的共用空間。休閒閣可借用

各款遊戲及玩具，包括層層疊、潮流

Board Game 等，於本會所內使用。 

網想閣 
提供免費電腦借用服務給會員使用，每節

使用時間為一小時，如要繼續使用，可向

職 員查詢。(電腦班及活動進行時暫停) 

沙田區議會衛生及環境委員會 環境保護工作小組主辦 

漂書站 
有興趣捐贈「漂書」的朋友可送書藉到本

會所，亦可於「漂書點」自行取閱漂書， 

讀者可交回書本到本會所或繼續放漂。 

「Fun 享購物袋」 
歡迎居民捐出或使用本會所的「Fun 享

箱」內的環保袋。請保持環保袋清潔，使

用後請放回收集箱，以便大家循環使用。 

卡拉 OK 
本會設有卡拉 OK 影碟機及音響，歡迎攜

同正版 VCD 或 DVD 碟，約朋友來唱歌。 

運動天地 
歡迎借用單車腳踏、踏步器、呼啦圈及跳

繩等器材，做做運動舒展身心。 

時間:星期二、三、四上午 9:30-12:00 或星期二、四下午 2:15-4:45 
收費:每位每節 10 元(會員可帶同非會員參加)  

*必須預約，如中心內有活動或需暫停使用* 

生
日
大
賞 

會員於生日月份可獲以下優惠： 

1.免費參與該月份手藝天地-手藝分享篇內的活動 

2. 免費與家人朋友使用卡啦 OK 及運動天地設施 

3. 免費為生日會員提供聚會場地 (婦女會只負責提

供場地，生日會員需自行籌備生日會） 

2 及 3 項服務必須預約，以便配合本會活動安排 

**使用上述優惠同時可獲贈小禮物一份 



 

興趣班興趣班興趣班   
興趣班 日期/時間 名額 導師 收費 堂數 

柔力球班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9:00-10:30 或 

上午 10:45-12:15 

10 

義務導師

張滿金 

先生 

會 員:$60 

非會員:$100 
12 

內容:教授以太極為基礎的球類運動 

備註:自備柔力球及球拍 

絲襪花 

手工藝班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3:30 
10 

郭玉蘭 

女士 

會 員:$150 

非會員:$220 

(包材料) 

6 

 內容:運用絲襪及鐵線等物料制作色彩艷麗的絲襪花作品 

英文 

基礎班  

日期: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45-4:45 
10 

吳美燕 

女士 

會 員:$200 

非會員:$300 

(包筆記) 

8 

內容:由淺入深教授入門英文，適合初學者 

修身 

瑜伽班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 9:00-10:30 
14 

袁雲瑞 

女士 

會 員:$240 

非會員:$360 
8 

備註:自備軟蓆及需填寫「聲明書」 

珠飾 

手工藝班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3:15-4:45 
15 

郭玉蘭 

女士 

會 員:$200 

非會員:$300 

(包材料) 

8 

內容:教授五至六款串珠擺設或飾物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2:15-3:45 
10 

吳美燕 

女士 

會 員:$200 

非會員:$300 

(包歌譜) 

8 金曲 

演唱班  

內容:利用卡啦 OK形式教授粵語或國語金曲 

新 

P.9 

新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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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艾草蚊香(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 5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2:00 名額： 30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主講：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內容： 1) 認識化學驅蟲產品對環境的影響 

 2) 認識天然驅蟲法並一同製作艾草蚊香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一張沒有用的硬卡紙 / 膠文件夾 (約 A5 大小) 

關注健康  
 

「子宮頸癌知多少？」酥皮角制作 

日期： 6月 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2:30 名額： 25人 

地點：本會會所   主講：待定     費用：會員$5/非會員$10 

內容： 1) 一同製作營養滿滿的上素營養酥皮角 

 2) 分享有關子宮頸癌的資訊以及防癌飲食 

 

 

「防跌及骨骼保健」計劃 – 震動治療儀 

對象：骨折康復者/骨質疏鬆症/跌倒危機較高者/ 

      預防骨質疏鬆症，並經中文大學評估為合適人士。 

內容：每星期三次，定時到本會接受震動治療，改善骨質密度。 

費用：會員$200/非會員$400(一年費用，名額 30人) 

合作機構：香港中文大學矯型外科及創傷學系 

 

會員優惠 

婦女會會員於家計會轄下任何一間診所，可以八折優惠接受婦女健康檢

查(只限女性會員)及 A 項或 E 項血液化驗服務(男女會員均可參加)。 

預約方法 

(1) 自行在網上或致電預約熱線 2572 2222  

(2)由婦女會代為網上或傳真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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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診當日須出示身分證資料相同之本會會員證，方可享用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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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1)：「花開富貴」利用毛根條制作七彩花手工 

日期： 1 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00  

作品(2)：「捲出無限愛」捲紙心意卡 

日期： 1 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00-3:30   

談情說性同樂日 

日期： 2016 年 5月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4:00 

地點：待定          對象：兒童及青少年 

內容：性教育攤位遊戲及工作坊、宣傳婦女會活動 

馬鞍山婦女會宣傳日 

日期： 2016年 3月、6月（六） 時間：上午 10:00 -下午 4:00 

內容：宣傳婦女會活動、介紹婦女健康資訊、攤位遊戲等，讓區

 內市民加深對婦女會的認識 

手工送暖篇 

內容：由手藝工作室義工教授以下兩款手工，與你分享制作技巧， 

成品將送贈予安老院長者  地點：本會會所 

手藝天地 

  

耆樂融融 

日期： 3 月 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地點：本會會所 

對象： 60 歲或以上長者   內容：長者同歡，節目包括金曲欣賞、齊做

健骨運動以及集體遊戲等，每位參加者將獲贈手工小禮物一份 

**2 月１日開始派發門票，活動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社區同樂  

 P.8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兩年一度的執行委員會選舉 2016正式展開！選舉希望得到你的積

極參與及支持，詳情請留意婦女會的宣傳，選舉時間表如下： 

 

執行委員會選舉專題壁報及宣傳單張： 1至 3月 

參選表格及章程派發或郵寄予各合資格義工:2至 3月 

(表格遞交截止日期： 3月 31 日) 

候選人資料張貼於會所及郵寄予會員： 6月 

由會員一人一票選出心水候選人： 7至 8月 

由富公信力人士點票，並於會員大會中揭曉： 8至 9 月 

新一屆委員會就職： 9月 

執行委員會簡介 
執行委員會由一群積極投身婦女會事務的義工組成，他們擔當著

領導和代表角式，他們： 

◇ 由正式會員一人一票直接選出，任期兩年，成員包括會長、

副會長及委員 

◇ 每一至兩個月進行執行委員會會議，籌劃知識性及康樂性活

動，推廣家庭計劃及提倡婦女健康和商討會務 

◇ 協助接待訪問嘉賓及介紹本會工作 

◇ 代表出席友好機構的邀請活動 

◇ 出席總會及婦女會各項訓練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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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婦女會自開展服務至今，不斷有義工加入我們的大家庭服務社區，

本會義工組別包括執行委員會、會務支援、社區理髮師、健骨大使、圖書

閣助理、手藝工作室(環保工作坊)以及 IT 大使，衷心感謝各位義工一年

來的付出！以下為過去一年傑出表現的義工嘉許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新春團拜暨義工嘉許禮 

日期： 2 月 2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至 12:30 

地點：本會會所 

收費：義工免費/會員$15/非會員$30 

內容：進行集體遊戲及食物分享，

齊賀新春，同時嘉許婦女會義工於

過去一年的貢獻 

義工聚會 

日期： 4 月 28 日（星期四） 

  及 

 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本會會所 

收費：義工免費/會員$5/非會員$10 

內容：為義工慶祝生日，進行集體

遊戲等 

義工嘉許 

陳碧兒、陳葵娣、陳美寶、陳沛妍、陳素卿、陳如雁、鄭麗娟、鄭美嫺、 

張海敏、張美孚、張滿金、張瑞蘭、張月崧、周愛蘭、鄒偉蘭、朱健能、 

朱燕卿、鍾蘭英、方惠君、封襯蓮、何佩芬、何娛娟、許特香、高瑞嫦、 

賴蜀梅、林淑嫻、林淑梅、羅 嬌、羅珮緦、李翠蘭、李秀芳、梁家珍、 

梁林嬌、梁麗娟、倫柳容、馬招娣、麥淑均、麥婉容、梅美雲、顏森萍、 

潘淑芬、孫惠儀、冼文權、蘇廣釗、蘇寶田、譚淑芬、譚玉珍、鄧清蓮、 

謝燕莊、謝玉玲、黃蔡女、楊麗玲、楊美嬌、葉松發、 

葉鳳玲、辛麗卿、姚玉霞 

 

賀年手工 

日期： 1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利用利士封及廁紙筒制作燈籠及花形掛飾 

可自備利士封 12 個 

立體瓦通紙手工 

日期： 2 月 23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教授瓦通紙立體青蛙擺設 

十字繡書籤 

日期： 3 月 8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教授十字繡技巧，制作書籤，實用又美觀 

「花花世界」 

日期： 4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教授利用紙巾製作康乃馨手工花，同慶母親節 

「天鵝湖」 

日期： 5月 10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教授利用鐵線及珠飾技巧制作天鵝擺設 

立體瓦通紙手工 

日期： 6 月 14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3:30 

內容：教授利用瓦通紙制作立體「士多啤梨形器皿」  

手藝分享篇 
內容：由手藝工作室義工及本會職員教授以下手工 

費用：會員$5/ 非會員$10 (每節)/ 該月生日會員免費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5人 (每節) 

手藝天地 
特別優惠 

如一次過報名

6節手藝分享

篇活動，其中

一節將獲得免

費優惠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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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4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4:15 

  費用：會員$15/非會員$20   名額： 30人 

 地點：綠庭園環保農莊（下午 1:40 大水坑鐵路站集合） 

內容： 1.導賞項目(由導賞員帶領，認識各種時令蔬果及參觀各種環保

設施)/ 2.我是小農夫(模擬耕種活動) 3.環保紙製作(紙張循環再造) 

4.盆栽種植(即場於盆栽下種，參加者可攜回家中種植) 

**3 月 1 日開始接受報名 

迪士尼同樂日(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 1月 31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00-7:00 

 集合地點：迪士尼樂園入口  名額： 60人  費用：免費(車費午膳自理) 

對象：綜援、交通津貼計劃或書簿津貼的受助人/家庭、低收入家庭 

內容：與家人一起暢遊迪士尼樂園，於樂園中留下美麗和難忘的回憶 

**參加者需為香港居民並符合資格，需填寫申請表格 

園藝體驗活動(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戶外同遊 

日期: 14/4至 26/5(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12:00 

 (每課 2小時，共 7課) 

地點: 恆安邨社區中心四樓 

對象: 有基礎及有興趣教授資訊技 

 的義工，經面談及願意承諾 

 服務最少 30小時 

費用: 會員$100 

內容: 教授基本電腦操作、網絡資 

 訊入門、電郵應用、教學技 

 巧及指導參加者等 

**出席所有課堂及完成實習會獲頒

證書及擁有「教學指南」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協辦 

第二屆「IT 大使」婦女網絡支援計劃 
願意將所學的電腦知識，於會所協助指導其他無接觸或 

學習電腦的會員和長者  

 P.6 

由本會義工－社區理髮師主持 

日期 : 1 月 21 日，3 月 17 日，4 月 21 日，5 月 19 日，6 月 16 日  

     （逢每月第三個星期四） 

時間：上午 9:15 開始（必須預約及準時到達，名額有限） 

地點：本會會所 

對象： 65 歲或以上長者（需於當天早上洗頭，如身體不適可改期） 

日期: 每月逢星期一開班   時間: 下午 2:00-3:00  

地點: 本會會所       對象: 平衡力差、容易跌倒或有興趣人士  

收費: 每季會員$10/非會員$20/65 歲或以上人士免費  

內容: 由義工健骨大使帶領進行一系列針對下肢肌力的柔軟運動，預防跌倒  

由本會義工－ IT大使主持，一位導師教授兩位學員，課程分為兩階段： 

(1)入門篇:基本電腦操作，網絡資訊入門及網絡安全知識  

(2)交流篇:運用電郵及 Facebook 開戶及基本應用  

時間: 開班日期及時間需個別與義務導師配合  

地點: 本會會所        對象: 對電腦應用沒有認識人士  

堂數: 每篇四堂，每堂 2小時  收費: 會員 $30 / 非會員 $50  

活動推介 
免費長者剪髮服務 

「一對二」電腦應用班  

平衡運動班  

日期： 2016 年 1 月及 4 月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為長者寫上節日心意卡，於新年、母親節及父親節期間於安老

院派發，有意參加者可於會所內的「送暖版」上索取心意卡 

送暖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