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所開放 興趣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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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風球或以上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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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323B~32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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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下午 2 時至 5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址：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323B-324 室  

電話： 2704 4443     傳真： 2191 0041 

電郵： w_club_tko@famplan.org.hk 

網頁： http://www.famplan.org.hk/womenclub 

 
 
 

                       
 
 
 
 
 
 
                      

                     

日 快 樂 生 

http://www.famplan.org.hk/womenclub


 

 

 

 

 

 

 

 

 

 

藍田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QRCode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張 

馬鞍山 

上水 

屯門 

將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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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 

家計會網頁更新通知 
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家計會已優化網頁的設計

和功能，歡迎登入 https://www.famplan.org.hk/ 

(網址不變) 瀏覽，索取所需服務及相關資訊。 

所 

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30-11:30       費用:免費 (義工) 

內容:分享抱緊社區好 EASY 活動及工作事宜 

抱緊社區好 EASY義工聚會 

 

接受專業培訓，協助推廣性與生殖健康活動，提醒市民
關注自身健康。 

家計大使 

應其它機構邀請，為有需要的服務對象，分享骨骼保健、
防跌知識與運動。 健骨大使 

透過學習手語歌，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定期於地區上
作手語歌表演，服務社區 

零距離獻關懷 

義工組 

排練集體健康舞，定期為社區的機構表演，促進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增加社區的凝聚力。 暖洋洋愛心組 

由義工每月致電給長者，特別是萬國宣道浸信會寶林浸信
會白普理長者鄰舍中心及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
舍中心的老友記，以表關懷。 

愛心獻關懷一人
一電 

以遊戲、故事分享，定期為社區的機構或小組推廣「性教
育應由家庭開始」的實踐方法。 家教大使 

整理圖書角書籍及盤點書籍。 圖書角義務管理
小組 

所 

日期:2018 年 9 月 7 日及 11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景林邨 

內容:探訪獨居長者 

合作機構: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親
親
老
友
記 

https://www.famplan.org.hk/


  

 

男用避孕套 Durex 杜蕾斯 $40.00/每打 per dozen 

女用避孕套 Femidom $40.00/每打 per d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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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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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大家定期作婦科檢查，又可在檢查地點、日期和優惠

內容上讓大家有更多選擇，從即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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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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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健康檢查優惠服務 

藥具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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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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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地點:將軍澳商場                 

費用:免費 

內容:透過展板、性教育遊戲攤位、參觀家計會賽馬會青春斗教學

車，以增加大眾對性教育的認識。 

談情說性同樂日 

日期: 2018年9月2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00-下午4:00 

地點:景林邨              費用:免費 

內容:性教育攤位遊戲，讓小朋友及家長學習性教育資訊 

 

家教識性傳訊站-幼兒篇 

日期：每月4節(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 

地點:將軍澳區                費用:免費 

內容: 介紹家計會服務及婦女會活動，派發單張及扭氣球。 

抱緊社區好 EASY 

日期及時間:2018年 12月(待定) 

地點:安寧花園對側籃球場           費用:免費 

內容:典禮、精密表演及攤位遊戲。 

聖誕繽紛同樂日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以下興趣班為持續性活動，歡迎致電或親臨本會查詢開課日期 

班 別 
上課日期/時間/費用 

（每班以 6堂為一期） 內 容 / 導 師 

普普通通 

普通話班 

逢星期一 

上午 10：00-11：00 

會員＄150 非會員＄225 

以會話、歌唱形式來學習普通話。 

導師：劉麗華女士 

 

趣味手語班 

 

逢星期一 

下午 2:30-3:30 

會員$100 非會員$200 

教授日常手語應用及手語話劇。 

導師：陳容芳女士 

珍姐廚藝 

分享班 

逢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會員＄240 非會員＄330 

教授南北美點和各式小炒。 

導師：孔愛珍女士 

太極氣功 

十八式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1：30 

會員＄150 非會員＄225 

教授太極氣功十八式，持之以恆練

習，更能達致祛病延年、健康長壽。 

導師：陳皓明女士 

國粵懷舊金曲 

歌唱班 

 

逢星期四 

上午 11:00-12:30 

會員$240 非會員$330 

簡譜樂理，科學發聲、呼吸方法等主

要歌唱技巧，唱頌國粵語懷金曲。 

導師：林建國先生 

婦女非洲鼓 

 

逢星期五 

上午 11:00-12:00 

會員$250  非會員$350 

教授非洲鼓躍動運動正能量。 

導師：何珮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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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各類經驗 或 註冊小組導師 

如有意者，請於 3 月 1 至 15 日或 9 月 1 至 15 日期間

致電 2704 4443 或親臨與本會職員聯絡。 

社區服務 

日期：2018年 9月至 2018年 12月(日期待定) 
時間：逢星期一或星期五上午 12:00-1:00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由導師及職員指導參加者非洲鼓樂表演。 

 

婦女會會員及義工可以

向職員查詢相關資料。 

日期：2018年 6月 
地點：本會會所    
對象：婦女會會員及義工。 
人數:10人 
費用:全免 

 

4.非洲鼓樂義工小隊檢討會 

日期：2019年 1月(待定)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活動檢討及工作發展前瞻。 

3.不一樣的非洲鼓演奏(II) 

日期:2019年 1月 (待定)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或地區長者中心 

內容:非洲鼓樂演奏及歌曲獻

唱，與參加者共度歡樂時光 

 

2.不一樣的非洲鼓演奏(I) 

日期:2018年 11月 9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00 

地點:將軍澳區護養院 

內容:非洲鼓樂演奏及歌曲獻

唱，與院友共度歡樂時光 

1.將軍澳婦女會會員大會 

暨婦女會二十週年聯歡會 

日期及時間：2018年 10月 19日  

(星期五) 下午 2:30 

地點：本會會所或寶林邨文娛活動會堂 

內容：第一屆執行工作小組成立，及婦女

會 20週年聯歡會。 

非洲鼓演出排練期 



  

時光飛逝，將軍澳婦女會已經不經不覺陪著大家有 20年了! 

衷心感謝各位婦女會會員和義工對將軍澳婦女會的支持~ 

請大家繼續多多支持將軍澳婦女會的活動和義工服務! 

最後,祝將軍澳婦女會: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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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  

家計會將軍澳婦女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選舉，自本年一月份

開始，在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下，宣傳及招募新一屆候

選人，鼓勵會員提名或自薦加入候選人行列。執行委員會基

本由四至六個職位組成，包括會長、副會長及二至四位執行

委員。直至四月三十日截止，由於候選人數不足，未能成立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婦女會將物色合適人選成立執行工作小

組。執行工作小組名單，稍後張貼於婦女會會所內的壁報板

上，以供會員閱覽，懇請留意！ 

日期：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約 10 次） 

內容：研習非洲鼓樂演奏及商討活動排。 

講者：家計會外展幹事郭惠英女士 

2. 義工分享及非洲鼓研習課堂 

1. 簡介會及「學習非洲鼓手鼓演奏」課堂 

日期：2018 年 7 月 13 日 

 (逢星期五)   共 8 節 

時間：上午 11:00-12:00      

內容：1.非洲鼓樂起源及學習非

洲鼓演奏。 

2.教授非洲鼓樂演奏及歌曲。 

導師:何珮琪女士 

近年來，學習音樂不分年齡，小朋友、長者及婦女均可學習音樂，從中

自我增值及享受音樂的樂趣。將軍澳婦女會的會員大部分已退休，家中

子女亦已長大，過往婦女時間、精神時間投放於工作或家庭上，社交圈

子狹窄，容易忽略個人的需要。處於這個階段的婦女，期望能培養新的

興趣，提升個人自我形象及增加生活滿足感。 

 

有見及此，將軍澳婦女會計劃組合婦女非洲鼓音樂小隊，透過與地區團

體合作，將快樂的音樂種子散播社區，也讓義工獻上愛心及關懷。 

*参加者必須承諾参加社區服務。 

培訓課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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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 7月 30 日(星期一)  地點: 本會會所 

時間:下午 2:00-3:30            費用:免費 

內容:非洲鼓樂演奏及獻唱歌曲，與會員共度歡樂時光 

非
洲
鼓
樂
聚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教授簡易的動物氣球，提高小朋友的創造力及自信心 

親子扭扭樂(II) 

日期: 2018年 8月 1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4:00-5:00 

 

親子扭扭樂(I) 

日期:2018年 7月 3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30-4:30 

親
子
扭
扭
樂 

親子互動故事工作坊 

日期:2018年 8月 16日(星期四)  費用:免費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人數:40人(家長及三至六年級之子女) 

內容:由西貢公共圖書館統籌，邀請專業團體演繹戲劇故事 

(活動由康樂文化事務署西貢公共圖書館提供) 

日期:2018年 7月 12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30-1:30 

地點: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 50號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參觀者參觀電影專題展覽及資料館 

 

參觀電影資料館 

 

親子湯圓班 A 

日期:2018年 8月 13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4:00 

親子湯圓班 B 

日期: 2018年 8月 1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人數:15人(每班)      費用:$10(會員) 

內容:教授 2款造型湯圓(蕃薯味+抹茶紅豆味)，認識中秋節食品。 

親
子
湯
圓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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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11月 (待定)     時間:上午 9: 00至下午1:00 

費用:免費(參加者自備車費)   集合地點: 本會會所 

內容:由導賞員帶領下，漫步行山及觀鳥，聯誼及增進感情 

人數:20人(額滿即止)  

翠山趣行樂身心 

日期:2018年 11月 1日起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為推動「環保生活由大家做起」的理念，本會於 11月份接受會員

及區內人士捐贈物品，一起珍惜資源、保護環境。 

 

捐贈物品回收站 

日期:2018年 12月 6日、7日  

(星期四、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下午 4:00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歡迎會員和區內人士到場選購物

品；以優惠價錢購買環保趁墟內陳列貨

品；請大家支持環保，踴躍參加。   

 

環保趁墟樂 

日期:2018年 12月 1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認識婦女尿失禁及預防方法。 

(活動由西貢長者健康外展隊伍提供) 

 

女性尿失禁 

日期: 

2018年 12月 20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本會會所 

內容:教授使用智

能電話的應用程式 

人數:10個 

費用:免費(會員) 

活
學
活
用
智
能
電
話 

 

 

親子 FUN FUN書法樂 

日期:2018年 8月 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教授毛筆書法。 

請自備毛筆及墨盒 

串珠手工藝課室 

日期:2018年 9月 7日 

(逢星期五共 4節) 

時間:下午 2:30-4:00 

費用:$120(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教授 2 款手工藝飾物 

 

齊齊學習社交舞---大家輕鬆地跟隨音樂跳出優美的舞姿 

日期:2018年 7月 5日起 (逢星期四)(共 12 節) 

時間:中午 12:00-1:00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人數:12人(額滿即止) 

內容:由專業社交舞導師教授 

(華爾滋、探戈、慢四、牛仔、查查、倫巴)從淺入深，歡迎初學者參加。 

 

婦女會需要你 
曾經參加婦女會活動覺得開心好玩？ 

曾經學習手藝，希望更多人受惠？ 

其實你也可以來分享一技之長！婦女會活動得以持續發展，有

賴會員鼎力支持，無論你有哪一方面才能，例如廚藝、手工藝、

刺繡、布藝、盆栽種植、美容及健康療法等。 

我們都歡迎你與大家一起分享! 

歡迎有興趣的會員與本會職員聯絡。 



   

 

日期:2018年 10月 1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中年婦女的減壓良方 

(活動由西貢長者健康外展隊伍提供) 

將軍澳婦女會會員大會暨 20 週年聯歡會 

日期:2018年 10月 1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或寶林邨文娛活動會堂    費用:免費 

內容:舉行將軍澳婦女會會員大會及聯歡會，並有表演節目和精美紀念品。 

    (歡迎婦女會會員及地區人士參與) 

 

日期:2018年 8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1:00-5:00 

地點: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費用:免費(參加者自備車費) 

內容:由導賞員講解「智友善」家居的理念，並透過參觀及講座認識 

家居安老 

 

參觀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利
是
封
摺
紙
吊
飾 

日期:2018年 9月 6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教授利是封摺紙花燈。 

備註:參加者請自備利是封 

減壓你要知 
Time to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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