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 6 月活動

如需更改會員資料或對活動有任何建議，
歡迎郵寄、致電或傳真至本會。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 Code 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張，

電子版單張

如在使用上有任何疑問，請向職員查詢。

上水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藍田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屯門婦女會

馬鞍山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各類經驗或註冊小組導師，如有意者請於

所有活動於 12 月 15 日
開始接受報名
2679 3494
2670 7794
上水彩園邨彩華樓 334-336 室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下午 2:00 至下午 5:00
星期六：下午 1:00 至 6: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w_club_ss@famplan.org.hk
http://www.famplan.org.hk/womenclub

每年 3 月 1 日至 15 日或 9 月 1 日至 15 日，
致電或親臨本會與職員洽商。

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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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健 康

婦 女 通 訊
因受疫情影響，為減少社交接觸，本會將使用網上平台推廣
活動，並推出各類網上活動給會員，現誠邀各位會員加入本會
的 WhatsApp 群組，方便日後獲取健康資訊及活動推廣。會員
亦可經 WhatsApp 報名參加部分免費活動，鼓勵會員善用網上
平台，疫情下仍能在家中參與婦女會活動。 如有需要協助，歡

迎致電婦女會或掃瞄以下二維碼(QR Code)以聯絡職員。
(電話: 2679-3494 或 WhatsApp : 5669-7288)

避孕藥具配售
藥具名稱

售價

男用避孕套

Durex 杜蕾斯

$40/每打 per dozen

女用避孕套

Femidom

$40/每個 per unit

口服避孕丸

由 2022 年起，婦女會的職員將會透過電話、
WhatsApp 或電郵聯絡大家，送上問候的同時，並進行會員資料更
新，讓大家日後以最便利的方式接收婦女會的資訊。

Nordette 娜迪

$50/每排 per cycle

Marvelon 安意避

$50/每排 per cycle

Mercilon 美意避

$80/每排 per cycle

Gracial

$80/每排 per cycle

Harmonet 輕樂偶

$80/每排 per cycle

Gveza 欣嘗

$50/每排 per cycle

YAZ 優悅

$100/每排 per cycle

Aquagel

$30/每支 per tube

Mega calcium

$130/每樽 per bottle

歡迎主動聯絡我們，為你預備了精美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聯絡方式如下：
WhatsApp ： 5669-7288
電話： 2679-3494
電郵： w_club_ss@famplan.org.hk

潤滑劑
鈣片
部份藥具需要預訂，如有需要請與本會職員查詢。 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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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須知

婦女通訊

第十九屆執行委員選舉
活動退款須知
●
●
●

每兩年一次的執行委員選舉將於今年舉行，現誠邀義工們參選。
執行委員於婦女會擔當重要的角色，不但是會員與職員之間的一個
溝通渠道，也協助推展婦女會的工作、策劃討論及代表婦女會參與
地區團體的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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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安排退款。如活動最終取消，本
會會安排退款。

執行委員的工作有著多方面的嘗試及學習，若你願意踏前一步，必
定讓你有意外收獲。

參選人資格

參選途徑

於報名限期前遞交參選表
格，以便婦女會公開張貼
及向會員發放有關參選者
的資料，以供投票考慮及
選擇。

＊必須為本會會員及義工組組員
＊並於家計會義工組服務一年或以上

＊願意付出時間，擔當委員需要履行的職務

2022 年選舉時間表
１月至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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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派發

7 月至 8 月

9月

參選表格

會員投票

會員大會

4 月 30 日

8 月底

10 月

截止日期

點票

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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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健 康

婦女健康

睡眠質素及戒煙講座

五十肩、網球肘健康講座

日期： 2022 年 3 月 15 日(二)

日期：2022年1月26日(三)

時間：下午 3:30-4:30

時間：上午11:00-12:00

主持：博愛醫院註冊中醫師

主持：健康護理服務機構—Spoon Fit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了解從中醫角度看睡眠質素及中醫戒煙方法。

內容：五十肩五十歲先有？唔打網球都有網球肘？齊來認識五十肩、
網球肘，以及服用藥物外的改善方法。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地點：本會會所

斷捨離 — 建立您的幸福生活
關節痛健康講座

日期： 2022 年 1 月 28 日(五)

日期：2022年3月9日(三)

時間： 上午 10:30-11:30

時間：上午11:00-12:00

主持： Let’s Bliss 整合生活創辦人— Chan Yan Ting

主持：健康護理服務機構—Spoon Fit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認識家居整理的技巧。藉由對物品進行「減法」來為自己生
活加分！除了周圍環境變得清爽，更改善我們心靈層面。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拆解膝關節和腰背痛，介紹服用藥物以外的改善方法，改善痛
症的困擾。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地點：本會會所

以上活動為網上課程。

敏感症健康講座

精明選擇胸圍

日期：2022年5月11日(三)

日期： 2022 年 2 月 23 日(三)

時間：上午11:00-12:00

時間：上午 10:30-11:30

主持：健康護理服務機構—Spoon Fit

主持：樂柔美 Comfort Me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偏偏是個敏感的人？濕疹？鼻敏感？氣管、腸胃敏感？與其抗
敏感，不如學習遠離敏感！一齊拆解敏感症背後元兇，讓大家

內容：解釋胸圍結構、如何量度胸圍尺碼 、穿戴胸圍正確方法與

從此輕鬆！

步驟和美麗的定義。
地點：本會會所

地點：本會會所

以上活動為實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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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為實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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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揮 潛 能

興 趣 小 組
興趣班

時間

導師

綜合集體舞班

(A 班) 逢星期一

陳玉美女士

上午 10:00-11:30
(B 班) 逢星期四

收費

內容

拼貼利是封

會員$360 輕快舞步，鍛
非會員$540 鍊身體及四肢
靈活協調。
(8 堂)

(A 班) 逢星期二

自備瑜伽墊

上午 11:30-下午 1:00

李玉芳女士

(B 班) 逢星期五

會員$400 瑜伽練習培養
非會員$600 心靈和諧，使
身心健康平
(8 堂)
衡。

上午 11:30-下午 1:00
舒解痛症伸展班
自備瑜伽墊

(A 班)逢星期五

盧嘉麗小姐

上午 9:30-11:00
(B 班)逢星期二

會員$360 練習正確的伸
非會員$540 展技巧及方
法，舒緩痛症
(8 堂)
問題。

上午 9:30-11:00
肚皮舞班

逢星期一

逢星期五

馮玲女士

會員$500 學習優美舞
非會員$750 姿，以達致修
身收腹之效。
(8 堂)

甄健平先生

會員$480 以簡譜教學，
非會員$720 如何運氣、吐
字、感情收放
(8 堂)
位及台風。

下午 2:30-4:00

書法班

逢星期五

周雅賢女士

下午 3:30-4:45

水墨畫班

逢星期五

周雅賢女士

下午 2:00-3:15

英文班

(初班) 逢星期一
上午 9:30-11:00
(中班) 逢星期四

費用：會員$35
（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

內容：教你製作個人化的利是
封。
地點：本會會所
形式：實體及 ZOOM 視像會議
同步授課

下午 2:30-4:00

經典金曲歌唱班

時間：上午 10:30-12:00
主持：導師-謝婉瑩女士

下午 2:00-3:30
瑜伽班

日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四)

李美玲女士

會員$320 學習不同的字
非會員$480 體，更有助加
強觀察、模仿
(8堂)
及專注力
會員$320 學習水墨畫執
非會員$480 筆手法， 發
揮水墨畫的無
(8堂)
窮創作力
會員$400

學習英語會話
非會員$600 技巧，方便日
常生活。
(8 堂)

利是封燈籠
日期： 2022 年 1 月 4 日(二)
時間：上午 10:30-12:00

主持：本會義工
費用：免費
內容：利用利是封製作
掛飾迎接新年。
地點：本會會所

和紙膠帶拼貼畫
繩結手繩

日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四)

日期： 2022 年 5 月 24 日(二)

時間：上午 10:30-12:00

時間：下午 2:30-3:30

主持：導師-謝婉瑩女士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費用：會員$15

費用：免費

名額： 4 人
內容：教授簡易繩結技巧製作
出手繩。
地點：本會會所

（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

內容：利用和紙膠帶拼貼出畫
作。
地點：本會會所
形式：實體及 ZOOM 視像會議
同步授課

上午 11:15-下午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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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健 康

家庭生活教育
手作仔 X 性知識班
日期：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共 6 節）
時間：下午 2:30-4:0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費用：每節$55，按節報名（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每月舉行一次手作班，內容包括繪畫、手工藝製作等等。課堂
內提供性教育小課堂，答對問題可獲取禮物乙份。
地點：本會會所

互動負重運動儀
對象：任何希望改善骨質疏鬆的人士，尤其是骨折康復者/骨質疏鬆症
跌倒危機較高者/更年期後婦女
內容：每星期三次，定時到本會進行振動運動，改善骨質疏鬆問題，

增強肌肉力量，減低跌倒及骨折危機。
費用：每期$60 (每三個月為一期；名額 12 人)
時間：需向職員報名預約
備註：參加者需填妥申請表及健康申報表，如符合條件，
方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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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教育

婦 女 健 康
乾眼症與眼表疾病講座
日期： 2022年1月27日 (四)
時間：下午2:30-3:30
主持：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尹浩柟助理教授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認識乾眼症與眼表疾病。症狀包括眼疲勞、異物感、乾澀感、
燒灼感、畏光、眼紅等，長期則會造成角結膜病變，並會影響
視力。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手藝樂繽「FUN」
日期： 2022 年 1 月 19 日、2 月 16 日、3 月 2 日、23 日、
4 月 20 日、5 月 4 日、6 月 8 日及 6 月 22 日(三)
時間：上午 10:00-11:3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聚集一班志同道合義工一同製作一系列「手工藝」，送
贈給本區居民，讓大家傳遞愛。

繪本共讀分享站及靜觀體驗
日期：2022年3月30日(三)
時間：下午2:30-3:30
主持：新生精神康復會安泰軒(屯門) （主辦：屯門婦女會）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1)繪本故事分享、認識「自我關懷」及靜觀，透過靜觀學習覺
察自己的身心靈並關愛家人。
2)講座後每位參加者可獲贈繪本一本及名信片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手工藝製作包括：捲紙花、繩結、勾冷公仔、利是封掛飾及
毛冷手工藝等。
地點：本會會所
備註：義工需出席所有課堂，完成後需要協助本會製作「手工

藝」，並於地區上參與服務。

摺紙樂
日期： 2022 年 1 月 24 日、2 月 28 日、
3 月 14 日、28 日、4 月 11 日、25 日、

一起「唱」＆樂 FUN 天地

5 月 16 日、30 日、6 月 6 日及 20 日(一)

為鼓勵會員前來會所聚會，婦女會增設智能電視及音響，並增設

時間：下午 2:30-3:30

「樂 FUN 天地」及一起「唱」，提供空間讓會員與朋友聚會聊天

主持：本會職員

唱歌，也可以借用會所的桌上小遊戲一起玩樂。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分享摺紙的樂趣。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地點：本會會所

備註：借用「樂 FUN 天地」或「一起唱」前可先與職員查詢時間，以

形式：實體及 ZOOM 視像會議同步授課

作安排。

將視乎疫情而開放設施。

P.10

P.7

婦女健康

家 庭 生 活 教 育

眼部護理

幼兒或學童之

日期： 2022 年 5 月 18 日 (三)

常見意外及急救處理

時間：上午 10:30-12:00

湊孫加油站

日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 (二)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主持：專業護膚化妝導師—Frances Chan
內容：講解黑眼圈、眼袋、眼腫的成因，改善的方法以及眼周按摩
的方法。

時間：上午 10:30-11:30

日期： 2022 年 6 月 14 日 (二)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時間：上午 10:30-11:30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主辦：將軍澳婦女會）

地點：本會會所

主持：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主辦：藍田婦女會）

內容：由香港紅十字會講解幼
兒或學童的常見意外，

內容：辨識不良的管教方法及

日期： 2022 年 6 月 15 日 (三)

讓參加者在危急時使用

其影響，學習「正面管

時間：下午 2:30-4:30

適當的處理方法。

教」技巧，減少衝突，

面部淋巴按摩

改善關係。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主持：專業護膚化妝導師—Frances Chan
內容：講解面部水腫的原因及面部淋巴按摩法。

智齒保健講座

地點：本會會所

日期： 2022 年 1 月 25 日 (二)
時間：上午 10:30-11:30

認識色斑講座
日期： 2022 年 4 月 13 日（三）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時間：上午 10:30-12:00

主持：盈愛．笑容基金有限公司
(主辦：藍田婦女會）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介紹牙肉發炎與認知障礙症的關係，講解口腔問題及如何保

主持：專業護膚化妝導師—Frances Chan
內容：探討色斑形成的原因、防止及消除色斑方法。

養口腔健康。參加者如符合資格可獲免費牙科服務 (賽馬會

地點：本會會所

智齒保健計劃)。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以上活動為實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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