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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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323B -32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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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Code 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張 

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https://www.famplan.org.hk/womenclub/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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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老友記 

由義工定期探訪本區長者，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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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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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距離顯關懷 

以音樂元素服務社區，讓大

眾享受美妙的音樂。 

 

非洲鼓樂義工小隊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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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之 Sing 

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人數:12 人 

內容: 介紹義務工作的價值及意

義，義工分享義務工作的心得。 

基礎義工訓練 

日期:2020 年 10-12 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4:45      

地點:將軍澳區                    人數:10 人 

內容: 義工透過探訪活動贈送手工藝品予本區獨居長者。 

 

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45   

地點:本會會所                   

人數:10 人 

內容: 義工教授 3 款《香港人.香港

心》義工大使行動手工藝品。 

 

日期:2020 年 10-12 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4:45  地點: 將軍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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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香港人.

香港心》義工大使行動) 

 

香港人．香港心愛心送贈手工藝 

不一樣的非洲鼓演唱會 

日期:2020年 8 至 11 月(共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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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繽紛同樂日 

日期及時間:2020年 12月(待定) 

地點:安寧花園對側籃球場     費用:免費 

內容:典禮、精彩表演及攤位遊戲。 

 

天然艾草蚊香工作坊 

日期:2020年 10月 15日(星期四)(待定)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16人   集合地點:香港大學地鐵站 A出口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使用天然香草自製天然艾草蚊香。(由龍虎山教育中心提供) 

*自備物資:1張 A5大小的硬咭紙 

 

日期:2020年 10 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 

內容:由第二屆執行工作小組成立，並有表演節目及精美紀念

品。 (歡迎婦女會會員及地區人士參與) 

 

會員大會暨二十二週年慶祝會 

 



  

 日期: 2020年 7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 20人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增加面對逆境時克服困難的能力，認識自己的情緒，積極面對逆境。 

(由心繫心生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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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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30 –12:30 

集合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 免費 (會員)    名額:20 人 

內容:走訪市區塑膠廢料棄置重災區，深入了解即棄塑膠問題。 

「盒作．絕膠」導賞參觀 

 抗逆能力講座 

情緒健康講座 

日期: 2020年 9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 20人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加強對情緒的認識，預防情緒問題。 

(由心繫心生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提供) 

 

 

日期: 2020年 10月 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 –4:00 

名額: 25人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認識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如何預防大腸癌、乳癌及肝癌，關注自己的

健康。(由香港防癌會提供) 

飲食與癌症講座 

日期: 2020年 12月 1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 25人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內容:讓參加者對更年期及骨質疏鬆症的認識，從而安心渡過更年期，活

出燦爛的人生。 

更年期及骨質疏鬆講座 

親子互動故事工作坊 

日期:2020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4:00 

費用:免費(會員)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40 人(家長及三至六年級之子女)   

內容:由西貢公共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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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水晶粽 

日期:2020年 8 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20(會員) $30(非會員)     名額:10人 

內容:教授健康西米水晶糭的製作方法。 

冰涼芒果腸粉 

日期:2020年 8 月(待定)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20(會員) $30(非會員)     名額:10 人 

內容:教授製作創新甜品，提升婦女烹飪技巧。 

健骨嘉年華 

日期:2020年 9月 3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4:00 

地點:將軍澳區商場                 費用:免費 

內容:健骨資訊攤位遊戲。 

 

參觀太空館 

日期:2020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待定)    

時間:下午 2:00 - 4:00        集合地點:尖沙咀地鐵站 E出口     

費用:免費(會員)     名額:20 人 

內容: 導賞員帶領參加者參觀太空館的展覽廳，認識天文知識。  

(由太空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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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扭扭樂之歡樂曲奇 

日期:2020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10 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教授扭卡通氣球的方法，提高小朋友的創造力及自信心。 

導盲犬認知講座 

日期:2020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20 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讓參加者認識導盲犬的專長、特性及服務，學會與導盲犬使用

者相處技巧，增加大眾對導盲犬的接納與支持。(由香港導盲犬協會提供) 

親子扭扭樂之麵包超人 

日期:2020年 7 月 29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10 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教授扭卡通氣球的方法，提高小朋友的創造力及自信心。 

參觀建造業零碳天地建築 x樹木小醫生 

日期:2020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8:45-10:00 

集合地點:九龍灣地鐵站 C出口       

費用:免費(會員)                名額:15人 

內容: 讓參觀者了解獨特的綠色建築。另外，導賞員介紹

樹木的資料及價值。(由零碳天地提供) 

親親導盲犬 

日期:2020年 8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 3:30 

名額:30 人     集合地點: 葵興地鐵站 C 出口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參觀導盲犬中心，了解導盲犬的成長及訓練過程。 

(由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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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參加婦女會活動覺得開心、好玩？ 

曾經學習手藝工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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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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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費用:會員(免費) 

義工: 蔣偉健女士                  

內容: 由義工教授普通話朗讀古詩，提高小朋友學習語文的樂趣。 

親子趣味普通話 

日期: 2020年 8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義工:黃佩雯小姐    對象:3-8歲 

費用:$100(親子材料費)(會員)    $150(親子材料費)(非會員) 

內容:以海洋動物為題，由義工教授製作輕黏土的技巧，透過手工藝製作增加親子互動。 

親子輕黏土工作坊之海洋世界 

日期: 2020年 8月 1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義工:黃佩雯小姐      對象:3-8歲 

費用:$100(親子材料費)(會員)    $150(親子材料費)(非會員) 

內容:以泡溫泉為題，由義工教授製作輕黏土的技巧，透過手工藝製作增加親子互動。 

 

親子輕黏土工作坊之泡泡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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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年 11月 12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 –4:0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義工:田美儀女士                   費用:會員(免費) 

內容: 由義工分享使用色紙摺玫瑰花。 

色紙玫瑰花 

 

日期: 2020年 10月 1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 –4:0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義工:甘美儀女士、何美月女士       費用:會員(免費) 

內容: 由工作小組成員帶領製作毛巾蛋糕，以慶祝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成立 70週年。 

毛巾蛋糕慶週年 

專長: 話劇、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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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執行工作小組成員介紹如下: 

專長: 串珠、手工藝 專長: 手工藝、音樂 

 

甘美馨 何美月 田美儀 

 

 

計劃期:2020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地點:本會會所 

時間:上午 9:00-12:40/下午 2:00-5:00 (需向職員報名預約)              

費用:$30/一期(每三個月為一期:名額 12 人) 

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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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使用 3 次，可預防骨質疏鬆，提升肌肉功能，有效改善背痛。 

 

日期: 2020年 8月 1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6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使用 WhatsApp應用程式小知識，更了解社交聊天軟件。 

日期: 2020年 9月 18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6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使用支付寶應用小知識。 

 

日期: 2020年 10月 1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6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製作獨一無二的 WhatsApp貼圖。 

日期: 2020年 11月 20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00–11:00 

名額:6人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使用 Instagram應用程式小知識，了解社交軟件。 

 

日期: 2020年 9月 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10人 

義工:田美儀女士                  費用:會員(免費) 

內容: 由義工分享使用利是封製作燈籠，為節日添氣氛。 

利是封燈籠慶中秋 



 

P.8 P.9 

逢星期一 普普通通普通話 

以會話、歌唱形式來學習普通話。 

時間:上午 10:00-11:00  每期 6堂   導師: 劉麗華女士 

收費:$150(會員)    $225(非會員) 

逢星期二 
婦女串珠班 

教授串珠飾物。 

時間:下午 2:00-4:00  每期 6堂 

導師: 林少卿女士 

收費:$260(會員)    $330(非會員) 

多元創意藝術小組 

教授和諧粉彩畫、紙黏土和各式藝術作品。 

時間:上午 11:45-12:45  每期 5 堂  導師: 黃佩雯小姐 

收費:$250(會員)    $330(非會員) 

珍姐廚藝分享班 

教授南北美點和各式小炒。 

時間:上午 10:00-11:30  每期 6堂 

導師: 孔愛珍女士 

收費:$240(會員)    $330(非會員) 

逢星期四 

瑜伽伸展班 

教授簡易伸展運動。 

時間:上午 10:00-11:00  每期 4堂         

導師: 周靜蘭小姐 

收費:$250(會員)    $350(非會員) 

寫意水墨畫班 

教授寫意西洋畫及嶺南風鳥。 

時間:下午 2:30-4:00  每期 6堂 

導師: 劉沅雅女士 

收費:$200(會員)    $330(非會員) 

逢星期三 

健體舞班 

教授健康舞蹈。 

時間:下午 2:30-3:30  每期 6堂 

導師: 黃佩雯小姐 

收費:$180(會員)    $250(非會員) 

太極氣功十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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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上午 10:00-11:30     每期 6堂      導師: 陳皓明女士 

收費:$150(會員)    $225(非會員) 

輕鬆學英語 

教授基本英語發音、會話及英文歌曲。 

時間:上午 11:45-12:45   每期 6堂 

導師: 黃佩雯小姐 

收費:$180(會員)    $250(非會員) 

逢星期五 

婦女非洲鼓 

教授非洲鼓，躍動運動正能量。 

時間:上午 10:00-11:00  每期 6堂 

導師: 何珮琪女士 

收費:$250(會員)    $350(非會員) 

國粵懷舊金曲歌唱班 

教授唱歌、練氣的技巧，學習唱國粵

語懷舊金曲歌。 

時間:下午 2:30-4:00  每期 6堂 

導師: 唐家雄先生 

收費:$250(會員)    $350(非會員) 

招募各類經驗或註冊小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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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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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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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