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323B-324 室 

電話：2704 4443     WhatsApp: 5967 3088 

傳真：2191 0468 

電郵：w_club_tko@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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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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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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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退款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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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兩年一任的執行委員選舉的時間又到了~ 

誠邀有意成為委員的義工，積極參選新一屆「執行委員」! 

以下詳細介紹參選人資格、執行委員會的職務及執行委員會的架構。 

執行委員會架構 

會長 一位 副會長 一位 委員 兩至四位 

執行委員的職務 

 推展婦女會的工作 

 策劃活動 

 代表婦女會參與地區團體活動 

工作全屬義務性質 

 必須為家計會轄下各婦女

會的會員 

 於家計會婦女會義工組服

務 1年或以上 

 獲會員提名或自薦 

 

參選人資格 

委員會選舉日程 

1-3月 

進行宣傳及招募參選者 

8月 1日-30日 

會員投票月 

4月 30日 

截止遞交參選者表格 

9月(日期待定) 

會員大會公佈選舉結果 

10月(日期待定) 

執行委員就職 

執行委員會簡介 暨 繩結掛飾工作坊 

日期:2022年 1-3月(待定)        時間: 待定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費用: 免費(會員) 

主持: 第二屆執行工作小組成員 

內容: 簡介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及招募參選者，執行工作小組成員帶領

製作 3款繩結掛飾。 
P.2 P.15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 QRCode 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張 

藍田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馬鞍山婦女會 

屯門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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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 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 (沙田) 及互動工作坊 

日期: 2022年 3月 17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名額: 1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車費自備) 

地點: 賽馬會 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中心 

內容: 從導賞及工作坊了解樂齡科技的應用，透過親身體驗讓參加者按實際需要

及家居環境挑選合適的器材，從而提升居家安老的條件和能力。 

復活節和諧粉彩工作坊 

日期: 2022年 4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費用: $ 60 (會員)   $80 (非會員) 

主持: 職員及義工 

內容:使用和諧粉彩畫出繽紛復活蛋。 

親子復活節黏土工作坊 

日期: 2022 年 4月(星期二)(待定) 

時間: 上午 11:30 - 12:30      

費用: $120(會員)   $180 (非會員)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主持: 義務導師 黄佩雯小姐 

內容: 由義務導師教授復活節黏土造型

公仔，一同享受親子時光。 

參觀太空館 

日期: 2022 年 3月 2日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00 – 12:00 

費用: 免費(會員)(車費自備)   名額: 15 人   集合地點及解散地點: 香港太空館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參加者參觀香港太空館的常設「宇宙展覽廳」和「太空探索展覽

廳」，了解天文及太空科技新知識。  

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日期: 2022年 3月 29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名額: 1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八樓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參加者參觀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及未圓湖，了解有關氣候

的變化，提升參加者的環保意識。 

「滴滴遊蹤深導行」之大潭水務文物俓 

日期: 2022年 3月 (待定)                  時間: 下午 2:00 - 5:00      

名額: 13人   費用: 免費(會員) (車費自備)  主持: 水務署     

集合地點及解散地點:: 灣仔站 B1出口        地點: 大潭水務文物俓 

內容: 由導賞員帶領參加者遊覽具有歷史價值的水務設施。 

歌唱研習小組 

日期: 2022年 1至 6月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Zoom 網上會議     名額: 10人 

內容: 義工們在線上唱頌歌曲。 

抱緊社區好 EASY義工聚會 

日期: 2022年 1至 6 月(共三次)      時間: 上午 10:00-11:00(A班) 

下午 2:30 - 4:00(B班)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內容: 教授義工扭氣球(蝴蝶、鯊魚及棒棒糖)，提升義工的自信心。 

義工聚會 

日期: 2022年 4月 (待定)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內容: 義工們透過聯誼及進行分組遊戲，增進彼此的感情，提升對婦女會的歸屬感。 

線上音樂會之好歌唱不停 

日期: 2022年 6月 (待定)           時間: 下午 2:30 – 3:30   

地點: Zoom 網上會議               名額: 60人 

內容:義工們在線上分享動聽歌曲。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

和諧粉彩體驗暨義工培訓 

日期: 2022年 4月 (待定)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費用: $20(會員) 

內容: 繪畫 2幅作品，過程中可藉此增加對自己的了解及作出反思。 

暖洋洋愛心組研習課室 

日期: 2022年 1至 6月 (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內容:排練集體健康舞，藉此增強個人

之健康和信心。 

 手語歌齊齊學 

日期: 2022年 1至 6月 (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30-12:30     

地點:本會會所            名額: 8人 

內容:透過學習手語歌，認識聽障的世界。 

婦女會推廣活動 

日期: 2022年 5及 6月 (共兩次)    

時間: 上午 10:30-12:00    

地點: 本會會所門口      

內容: 由抱緊社區好Easy義工派發婦女

會單張及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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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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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手指操 

日期: 2022年 3月 4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00 - 3:00      

費用: 免費(會員)   名額: 10人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主持: 義工程小蓮女士 

內容: 由義工分享活力手指操，減

低肌肉退化。 

吞嚥小訓練 

日期: 2022年 1月 7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00 - 3:00      

名額: 10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主持: 義工程小蓮女士 

內容: 由義工分享吞嚥練習操，齊齊訓練口腔肌肉，減低肌肉退化及吞嚥困難。 

皮革招財貓 

日期: 2022年 1月 7日-1月 28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名額: 6人    費用: $150(會員)   $200       地點:本會會所 

主持: 義工何美月女士 

內容: 由義工何美月教授如何製作皮革招財貓，讓參加者發揮創意。 

線上簡易摺紙迎新春 

日期: 2022年 1月 10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 3:30 - 4:30 

名額: 15-20 人                      費用: $5 (會員)  $15(非會員)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主持: 義工田美儀女士 

內容: 由義工教授日式天燈及簡易金魚掛飾的製作方法，為家中添喜慶。 

齊做健腦操 

日期: 2022年 5月 6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00 - 3:00      

費用: 免費(會員)   名額: 10人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主持: 義工程小蓮女士 

內容: 由義工與參加者一起做健腦

操，訓練腦袋好輕鬆。 

新春摺摺宮燈樂 A                  新春摺摺宮燈樂 A 

日期: 2022年 1月 4日 (星期二)    日期: 2022年 1月 5日 (星期三)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時間: 下午 2:30 - 3:30 

名額: 15-20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主持: 義工田美儀女士 

內容: 由義工教授日式天燈及簡易金魚掛飾的製作方法，為家中添喜慶。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



  

 
 

 

 

藥具類別 藥具名稱 售價 

男用避孕套 Durex 杜蕾斯 $40.00/每打 per dozen 

女用避孕套 Femidom $40.00/每個 per unit 

口服避孕丸 Nordette 娜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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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veza 欣嘗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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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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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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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染工作坊 

日期: 2022年 2月 25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名額: 10 人        費用: $ 280 (會員)   $350 (非會員)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 澄明手作導師 Helen  

內容: 由導師 Helen教授參加者紮染出獨一無二的圖案手作，發揮無

限創意。(只可選擇一款製作，包括: 環保袋、頸巾、漁夫帽、細斜背袋及 T-shirt) 

馬賽克杯墊 

日期: 2022年 3月 22日 (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 - 4:30 

名額: 10 人        費用: $ 35 (會員)   $55 (非會員)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 本會職員 

內容: 由職員教授參加者製作色彩繽紛的馬賽克杯墊。 

相片組合好易學 

日期: 2022年 6月 16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名額: 6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 本會職員 

內容: 由職員推介相片組合的應用程式，並教授相片組合的方法。 

新年手工立體吉仔畫 

日期: 2022年 1月 11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1:30 - 12:30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9人      費用: $100(會員) 

主持: 義務導師 黄佩雯小姐 

內容: 由義務導師教授參加者製作黏土立體吉仔畫，增添新春氣氛。 

新春扭扭樂之虎虎生威 

日期: 2022年 1月 20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0:30 - 12:00 

地點: 本會會所          名額: 9人      費用: $15 (會員) 

主持: 本會職員 

內容: 由本會職員教授參加者扭老虎氣球，增添新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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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享有八折優惠接受:(1)婦女健康檢查(只限女性會員)及

(2)A項或 E項血液化驗服務*(男女會員均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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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圴需於抽血前 8小時開始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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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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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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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飲食營養大道 

日期: 2022年 2月 25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 衛生署西貢區長者外展隊 

內容: 講解均衡飲食的原則，了解日常飲食建議，了解長者常見的飲食

問題和掌握合適的處理方法。 

賽馬會思妍婦女精神健康計劃之禪繞畫班 

日期: 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30 - 3:3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新生精神復康會  

費用: 免費(會員)*參加者需填寫精神及情緒健康評估問卷 

內容: 透過活動學習畫禪繞畫，平靜自己的心靈。 

賽馬會思妍婦女精神健康計劃之浪漫星空工作坊 

日期: 2022年 5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2:30 - 3:3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新生精神復康會  

費用: 免費(會員)*參加者需填寫精神及情緒健康評估問卷 

內容: 透過學習水彩畫作，享受屬於自己的時間。 

和諧粉彩之微笑向日葵 

日期: 2022年 4月 28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00 - 12:0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 本會職員 

費用: $ 30 (會員)   $50 (非會員) 

內容: 由職員教授參加者繪畫可愛的向日葵，讓婦女的心靈得以放鬆。 

非洲鼓樂之打出好心情 

日期: 2022年 1月 6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00 - 12:0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義務導師 何佩琪女士 

費用: 免費(會員) 

內容: 由義務導師帶領進行非洲鼓樂小遊戲，讓婦女享受音樂的樂趣。 

睡眠健康 

日期: 2022年 1月 7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 衛生署西貢區長者外展隊 

內容: 講解長期失眠的成因、影響及一些不適當的處理方法，分享如何

建立健康的睡眠習慣。 

 

「關節你話事」健康探索團 

日期: 2022年 1月 12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名額: 1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主持: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內容:介紹相關長者友善生活輔助工具，並學習坐式八段錦運動。 

*(60歲或以上參加者可以免費進行下肢肌肉強度及退化性膝關節炎的

風險測試) 

曼陀羅和諧粉彩 

日期: 2022年 2月 24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 11:00 - 12:00 

名額: 8人       地點: 本會會所     主持: 本會職員 

費用: $ 30 (會員)   $50 (非會員) 

內容: 由職員教授參加者繪畫曼陀羅和諧粉彩，讓婦女的心靈得以放鬆。 



 
 

 

 

 

 

 

 

 

 

 

 

 

 

 

 

 

 

 

 

 

 

 

 

 

 

 

 

 

 

將視乎疫情，如情況許可，網上課堂將轉為實體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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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之「損」 

日期: 2022年 3月 22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 

內容: 由香港紅十字會講解血糖、血壓及膽固醇過高對身體的影響，

提升婦女關注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幼兒或學童之常見意外及急救處理 

日期: 2022年 4月 26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 

內容: 由香港紅十字會講解幼兒或學童的常見意外，讓參加者在危急

時使用適當的處理方法。 

預防金黃葡萄球菌感染 

日期: 2022年 6月 28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 香港紅十字會 

內容:講解金黃葡萄球菌感染的成因及徵狀，讓參加者認識預防方法。 

長者保健運動 

日期: 2022年 5月 13日 (星期五)(待定)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 衛生署西貢區長者外展隊 

內容:講解運動的益處及如何選擇合適長者之運動，讓參加者在運動期間

注意有關事項，講者並會分享熱身、伸展及靜止前的基本運動技巧。 

預防蚊患 

日期: 2022年 5月 17日 (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30 - 11:3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 

內容:講解蚊患所引致的傳染病，讓參加者認識預防方法。 

低脂肪飲食及烹調方法 

日期: 2022年 6月 24日 (星期五) (待定)  時間: 上午 10:00 - 11:00 

名額: 2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主持: 衛生署西貢區長者外展隊 

內容:從不同的食物類別中選擇低脂肪食物，了解低脂肪的烹調方法及分

享出外飲食時如何作出合適的選擇。 

互動負重運動儀 

計劃日期:2022年 3月 1日至 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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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期(每三個月為一期)           名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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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腦朋友」健康探索團 

日期: 2022年 3月 16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名額: 15 人        費用: 免費(會員) 

地點: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主持: 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內容:拆解認知能力的迷思及介紹相關的長者友善生活輔助工具，並學

習健腦八式及健腦手指操運動。 

*(60歲或以上參加者可以免費進行認知能力測試，如：專注力、執行能力、

記憶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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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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 

導引養生功班 

教授養生功及太極。 

時間:上午 9:30-10:30   每期 4堂    導師: 梁慧嫺女士 

收費:$200(會員)   $300(非會員) 

身心伸展班 

教授放鬆肌肉及舒壓的伸展運動。 

時間:上午 10:30-11:30    每期 4堂   導師: 梁慧嫺女士 

收費:$200(會員)  $300(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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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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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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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非會員) 

造型黏土藝術班(成人) 

教授紙黏土藝術作品。 

時間:上午 11:30-12:30  每期 3堂   導師:黃佩雯小姐 

收費:$300(會員)    $450(非會員) 

婦女皮革班 

教授不同皮革物品及皮革袋的製作。 

時間:下午 2:00-3:00    每期 4堂    導師: 何美月女士 

收費:$400(會員)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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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 

健康美容班 

教授簡易顏面體操及面部按摩的方法。 

時間:下午 2:00-3:00   每期 3堂    導師: 梁慧嫺女士 

收費:$250(會員)   $375(非會員)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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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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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0    每期 6堂    導師: 何珮琪女士 

收費:$250(會員)    $375(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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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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