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7 月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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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單張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 Code 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張，
上水婦女會

如在使用上有任何疑問，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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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活動於 7 月 13 日開始
接受報名
2679-3494
2670-7794
5669-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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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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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 5669-7288)

健康檢查優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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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可享有八折優惠：(1)婦女健康檢查(只限女性會員)(2) A 或 E 項血
液化驗服務*(男女會員均可參加，均需於抽血前 8 小時開始禁食)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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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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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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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孕藥具配售

婦 女 健 康

藥具名稱
男用避孕套
Durex 杜蕾斯
女用避孕套
Femidom
口服避孕丸
Nordette 娜迪
Marvelon 安意避
Mercilon 美意避
Gracial
Harmonet 輕樂偶
Gveza 欣嘗
YAZ 優悅
潤滑劑
Aquagel
鈣片
Mega calc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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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價
$40/每打 per dozen

$40/每個 per unit
$50/每排 per cycle
$50/每排 per cycle
$80/每排 per cycle
$80/每排 per cycle
$80/每排 per cycle
$50/每排 per cycle
$100/每排 per cycle
$30/每支 per tube
$130/每樽 per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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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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才能

活動須知

第十九屆執行委員選舉
活動退款須知

兩年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於 2022 年舉行，截至 2022 年 4 月

●如活動報名人數不足，本會有權取消活動，並按 程序向參

30 日止，本會共收到五份參選表格。根據「婦女會執行委員選舉

加者安排退款。

指引」，執行委員會基本由四至六個成員組成，包括會長、副會

●如參加者因私人理由退出活動，恕本會不接受退 款申請。

長及二至四位委員。

●如活動遇特別事故，屬本會非能控制的情況（例 如：颱

由於參選人數與委員會席位相同，故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風、暴雨、天災、疫情等），在一般情況下，活動會改

將會豁免公開投票程序而自動當選，而侯任委員內閣互選將會在

期進行。如參加者因活動改期而無法參加，本會會安排退

7 月會議內進行。
五位侯選委員名單如下

款。如活動最終取消，本會會安排退款。
郭婉玲

（排名不分先後)

(手工藝、話劇、
欣賞話劇)

廖玉琴
(攝影、運動)

陳麗珍
(唱歌、跳舞、

黃玉蓮
(運動、畫畫、

話劇)

招集文
(串珠、手工藝)

話劇、欣賞電影)

線上會員大會暨婦女會聯合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日期： 2022 年 9 月 20 日或 27 日 (星期二) (待定)
時間： 下午 2:30 - 3:30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灣仔家計會 9 樓演講廳及 Zoom 網上會議
內容： 線上慶祝上水婦女會及將軍澳婦女會執行委員會成立，
現場及線上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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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女 健 康

婦 女 健 康

認識乳房健康及欣賞戲劇《布甸》

時間：上午 9:00-10:00

時間：上午 10:30-11:30

主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專業應用副教授—吳兆駿醫生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分享乳房健康的知識，鼓勵

內容：眼睛受不了光線的刺激 ?

婦女定期作「自我乳房檢查」

日期： 2022 年 8 月 17 日(三)

，並播放短劇，以思考病患

時間：上午 10:30-11:30

者的心路歷程。

主持：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日期： 2022 年 9 月 24 日(六)

日期： 2022 年 8 月 24 日(三)
主持：本會職員

體能活動及體重管理

畏光及眼發炎眼科講座

齊齊了解畏光及眼發炎的症狀、成因和治療。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了解何謂體能活動、 運

青光眼講座

動量指標、如何量度體能
活動強度、運動示範、維

持理想體重的方法及健康
飲食等。

日期： 2022 年 7 月 16 日(六)

健康指標及測試

時間：上午 10:00-11:00

日期：2022年7月12日(二)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主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時間：上午10:30-11:30

助理教授—陳培文醫生

主持：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青光眼可以悄悄奪走你的視力。

內容：認識理想體重、體重指數
、脂肪測試、理想體形及

其症狀、成因及預防方法你要知！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中央肥胖等。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以上活動以ZOOM視像會議授課

以上活動以ZOOM視像會議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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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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揮 潛 能
收費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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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芳女士

上午 11:30-下午 1:00
自備瑜伽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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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班)逢星期五

盧嘉麗小姐

上午 9:30-11:00
自備瑜伽墊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5(二)

時間：上午 10:30-12:00
地點：本會會所

下午 2:00-3:30
瑜伽班

勾冷-花花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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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本會義工
名額： 6 人

日期：2022年10月11日(二)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時間：上午10:30-12:00

內容：以勾針技巧編出花形裝飾。

地點：本會會所

備註：請自備毛冷、勾針。

主持：本會義工
費用：$10(材料費)
名額：６人

上午 9:30-11:00
肚皮舞班

逢星期一
下午 2:30-4:00

經典金曲歌唱班

逢星期五
下午 2:30-4:00

書法班

逢星期一

馮玲女士

會員$500
非會員$750
(8 堂)
甄健平先生 會員$480
非會員$720
(8 堂)
周雅賢女士

上午 11:15-下午 12:45

水墨畫班

逢星期一

周雅賢女士

上午 9:30-11:00

英文班

(初班) 逢星期四
上午 11:15-12:45
(中班) 逢星期四

李美玲女士

學習優美舞
姿，以達致修
身收腹之效。
以簡譜教學，
如何運氣、吐
字、感情收放
位及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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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畫的無窮
(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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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繩結花盆掛袋

內容：利用簡易繩結編製出花
盆掛袋，以裝飾家居。

DIY 環保蜜蠟保鮮布
日期： 2022 年 11 月 2 日(三)

時間：上午 10:30-12:00
地點：本會會所
主持：本會職員

捲紙花盆栽

費用：$15(材料費)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3 日(二)

名額：８人

時間：上午 10:30-12:00

內容：蜜蠟布代替保鮮紙已成

地點：本會會所

為環保新趨勢，可重用、

主持：本會義工

易清洗。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一塊布。

名額：６人
內容：以捲紙拼貼成立體花盆。

上午 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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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教育

年度婦女健康主題~乳房健康

蒙著眼畫畫
日期： 2022 年 7 月 27 日(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主持：奧比斯香港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透過蒙眼畫畫，

盲人凸字體驗
日期：2022年8月10日(三)

體驗視障人士的生活，

時間：上午10:30-11:30

分享護眼資訊。

主持：奧比斯香港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備註：參加者可於活動前到婦女

名額： 15 人

會領取眼罩乙個。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體驗如何用凸字閱讀、
與人保持連繫及溝通。

婚姻及家庭糾紛(家事法)法律講座
日期： 2022 年 7 月 26 日(二)
時間：上午 10:30-12:00
主持：香港律師會- 林文彬律師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講解婚前和婚後協議、離婚訴訟、分居協議、
子女管養權、探視權保護令等。
形式：ZOOM視像會議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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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潛能

發揮潛能

國畫體驗
智能手機班

日期： 2022 年 8 月 10 日(三)
時間：下午 2:30-4:00

日期： 2022 年 7 月 15 及 29 日、8 月 12 及 26 日、

地點：本會會所

9 月 16 及 30 日、10 月 21 及 28 日、

主持：本會義工—甘美馨女士

11 月 11 及 25 日、12 月 9 及 23 日(五)

費用：$20（只限會員參加）

時間：下午 2:30-3:30

名額：８人

主持：本會職員

內容：分享繪畫國畫的傳統技法，由淺入深體驗國畫的樂趣。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內容：分享如何於手機上重溫電台及電視、網上購物、付款、

認識心靈健康-禪繞畫分享

修圖、建立電郵地址、使用音樂應用程式、網上食譜、

日期： 2022 年 10 月 5 日(三)

Google 地圖導航等。

時間：下午 2:30-4:00

形式： ZOOM 視像會議授課

地點：本會會所

義務工作及培訓

主持：本會義工—黃玉蓮女士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手藝樂繽「FUN」

名額：８人

內容：分享繪畫禪繞畫的方法，達至平靜心靈享受繪畫的寧靜。

日期： 2022 年 7-12 月(每月一次)
時間：上午 10:00-11:30

環保工作坊-雨傘收納袋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日期： 2022 年 10 月 18 日(二)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時間：上午 10:30-12:00

內容：聚集一班志同道合義工一同製作一系列「手工藝」，

地點：本會會所

送贈給本區居民，讓大家傳遞愛。

主持：本會義工—周秀蓮女士

手工藝製作包括：捲紙花、繩結、勾冷公仔、利是封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掛飾及毛冷手工藝等。

名額：６人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以針線縫合雨傘布，製作出雨傘收納袋。

備註：義工需出席所有課堂，完成後需要協助本會製作

備註：參加者需自備一塊雨傘布、毛巾及針包。

「手工藝」，並於地區上參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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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

義務工作及培訓
戲劇分享—【戲劇大觀園】
日期： 2022 年 8 月 2 日(二)

防跌運動齊參與

時間：上午 10:30-12:00

日期： 2022 年 11 月 18 日(五)

地點：本會會所

時間：上午 10:30-11:30

主持：家計會婦女會社區劇團團員-

地點：本會會所

莫美嫻女士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名額： 10 人

名額： 10 人

內容：跟著影片中的柔和動作，學習防跌健骼運動，

內容：輕談淺嚼戲劇世界，與參加者

加強血氣運行和強化肌筋，減低跌倒風險。

分享拆解戲劇分工，製作過程
及難忘的個人經驗。

戲劇分享—【角色】
日期： 2022 年 10 月 14 日(五)

戲劇分享—【情緒】
日期： 2022 年 12 月 7 日(三)

地點：本會會所

時間：上午 10:30-12:00

主持：家計會婦女會社區劇團團員

地點：本會會所
主持：家計會婦女會社區劇團
團員-黃玉蓮女士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郭婉玲女士
費用：免費（只限會員參加）
名額： 10 人
內容：演員是戲劇不可決少的元素，

名額： 10 人

演員在不同的劇目演繹不同

內容：認識不同情緒，並以

的【角色】。戲劇源於生活，

不同情緒演繹故事、

每一位在生活的你，每一天

即興故事和表演，

都在不自覺下演繹緊不同的

以體會戲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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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下午 2:30-4:00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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