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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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Code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

張 

元朗 

屯門 馬鞍山 

上水 將軍澳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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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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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情
洋
溢
笑
開
眉 

豬
年
新
春
呈
瑞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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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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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愛心獻關懷一人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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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洋洋愛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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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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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音樂元素服務社區，讓坊眾享受美妙的音樂。 

 

非洲鼓樂義工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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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有邊一方面

才能，例如廚藝、手工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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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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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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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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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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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 P.3 

日期: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上午12:00-1:00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排練集體健康舞，藉此增強個人之健康和信心。 

 

日期:逢星期一(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本會會所          時間:上午 11:00-12:00 

內容:透過學習手語歌，認識聽障的世界。 

日期:2019年5月(待定)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學習帶領運動要訣及選擇遊戲形式，將運動融合遊戲中。  

 

 

又想增值自己，又想幫下人…快加入我哋義工小組啦 ! 

做義工，認識新朋友，充實人生! 

歡迎加入我哋義工大家庭!有興趣加入義工小組人士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由於候選人數不足，未能成立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婦女會已物色合適人

選，並成立執行工作小組，協助舉辦活動。 

專長:  

串珠 

手工藝 

甘美馨 

專長: 話劇、水墨畫 

專長: 

手工藝 

音樂 

 

日期:逢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本會會所              時間:下午2:00-5:00 

內容:練習唱懷舊歌曲，讓歌聲傳揚到社區。 

 

何美月 

 

田美儀 

 

所 

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及 6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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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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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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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3 月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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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淺入深，歡迎初學者參加。 

(華爾滋、探戈、慢四、牛仔、查查、倫巴) 

 

利是封摺紙迎新春 

日期:2019年 1月 17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 教授摺花型利是封燈籠。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名額: 20人 

日期:2019年 5月 16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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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Fun書法樂 

P.9 P.4 

日期:每月 4 節(逢星期一)  時間:中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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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歌曲唱不停~迎初夏 

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將軍澳區護養院 

費用:免費 

內容:獻唱懷舊歌曲，與院友共度

歡樂時光。 

 

日期:2019年 3至 5月(共 3次) 

時間:下午 1:30 - 4:00 

地點:將軍澳區護養院 

費用:免費 

內容:獻唱懷舊歌曲，與院友共度

歡樂時光。 

日期:2019年 1月 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費用:免費 

內容:非洲鼓樂演奏及歌曲獻唱，與參加者共度歡樂時光 

不一樣的非洲鼓演奏(II) 

日期: 2019年 1月(待定) 

內容:探訪體弱長者及貧窮家庭，並分享禪繞畫及手工藝技巧。 

合作機構:基督教宣道會白普理景林長者鄰舍中心 

 

藝術無彊界. 跨代進社群之義工服務~愛心連心探訪   

日期: 2019年 1月 10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費用:免費                         地點:將軍澳區商場 

內容: 婦女健康教育展覽及攤位遊戲   

 

婦
女
健
康
知
多
啲 

抱緊社區好 EASY 

 

日期:2019年 6月 13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內容:健骨資訊攤位遊戲。 

地點:將軍澳區商場 

費用:免費 

 

健骨嘉年華 不一樣的非洲鼓演唱會 



  

 
 

 

班別/內容 上課日期/時間 導師 收費 

普普通通普通話班 逢星期一 

上午 10:00-11:00 

劉麗華

女士 

會員$150 

非會員$225 
-以會話、歌唱形式來學習普通話。 

趣味手語班 逢星期一 

下午 2:30-3:30 

陳容芳

女士 

會員$100 

非會員$200 -教授日常手語應用及手語話劇。 

珍姐廚藝分享班 逢星期二 

上午 10:00-11:30 

孔愛珍

女士 

會員$240 

非會員$330 -教授南北美點和各式小炒。 

太極氣功十八式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1:30 

陳皓明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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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學英語 逢星期三 

上午 11:30-12:30 

黃佩雯

小姐 

會員$180 

非會員$250 
-教授基本英語會話及英文歌曲。 

健體舞班 逢星期三 

下午 2:30-3:30 

黃佩雯

小姐 

會員$180 

非會員$250 -教授健康舞蹈。 

寫意水墨畫班 逢星期四 

下午 2:30-4:00 

劉沅雅

女士 

會員$200 

非會員:$300 -教授寫意水墨畫。 

婦女非洲鼓 逢星期五 

上午 11:00-12:00 

何珮琪

女士 

會員$250  

非會員$350 -教授非洲鼓躍動運動正能量。 

只限 Android 手機 

P.5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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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講座 日期: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費用:免費 

時間:下午2:30-4:00     地點: 本會會所 

內容: 講解肩部的護理及減低關節僵硬的方法。 

 

日期: 2019年3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 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內容: 講解足部和鞋的結構，認識合適鞋款的重要性和學習選擇鞋的方法。 

 

 

 

內容: 健康操共有九式，鍛鍊長者身體各部份機能，包括：鍛鍊平衡力、柔韌度、

訓練肌力及身體各部位協調能力。連貫地做這套運動，更有鍛鍊心肺功能的作用。 

日期: 2019年4月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 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日期: 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 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名額:25人(會員) 

內容: 講解足部的健康問題，選擇合適鞋款及鞋墊的方法，並有即場檢查足部。 

 

 



 

 

 

 

 

 

 

 

  

 

 

 

 

 

 

 

 

 

P.6 P.7 

日期:2019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義工教授《香港人.香港心》義

工大使行動手工藝品牙擦擦玫瑰、心

花朵朵開燦爛。 

 

日期:20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義工教授《香港人.香港心》

義工大使行動手工藝品長長狗狗。 

 

日期:2019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集合地點:中環地鐵站             名額:30 人(車費及午餐自付)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參觀海事博物館、大館及暢玩摩天輪。 

 

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3:00 

內容:與地區機構合作，把義工製作手工藝品，送贈給地區上有需

要的人士。 

(活動響應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18-19《香港人.

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 

 

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3:00-4:00 

內容:由義工製作「牙擦擦玫瑰、長長狗狗、心花朵朵開燦爛」手工藝

飾品，透過探訪活動贈送予本區獨居長者。 

(活動響應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2018-19《香港人.香

港心》義工大使行動)   

 

 

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20(會員) 

內容 :教授包玫瑰花餃子。 

名額：20 人 

日期:2019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由導賞員帶領參觀稻香飲食化飲

館，學習健康飲食。 

集合地點:火炭地鐵站  

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內容:趣味遊戲及教授薰衣草剪紙，慶祝三八婦女節，並有茶點招待。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名額: 30 人 

 

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00-4:00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教授扭天鵝和西洋寶刀氣

球，提高小朋友的創造力及自信心。 

名額: 20 人 

 

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講者：家計會教育主任 

名額：30 人           對象：區內青少女及家長 

內容：講解子宮頸癌、子宮頸癌疫苗，簡介關愛基

金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注射先導計劃。  

日期:2019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名額:25 人(會員) (車費自付)   集合地點:油麻地地鐵站 

內容:透過身體功能測試及教育講座，了解跌到風險因素，提高

參加者對家居安全及防跌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