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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元朗婦女會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Yuen Long Women’s Club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元朗婦女會
執行工作小組

元朗婦女會因本屆（2014-2016年度）未能達致最少
組成委員會的數目，因此，今屆會成立由三位義工
組成執行工作小組，協助婦女會推行會務工作。

我們很高興有義工們接受邀請，願意加入「執行工
作小組」，成為小組成員，獻出寶貴的時間，為婦
女會效力。

執行工作小組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文美蓮文美蓮文美蓮文美蓮

朱鳳雲朱鳳雲朱鳳雲朱鳳雲

雷婉兒雷婉兒雷婉兒雷婉兒



健骨大使健骨大使健骨大使健骨大使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關注骨骼保健已成為重要議題

，我們在2004年開始已訓練健骨大使義工向區內人士教

授健骨十式拳運動，在社區持續推廣防跌的重要性。

好好好好睦鄰關懷行動義工隊睦鄰關懷行動義工隊睦鄰關懷行動義工隊睦鄰關懷行動義工隊

好睦鄰關懷行動是本會自2009年開展的義工服務，我們
訓練婦女義工定期探訪長者，增強社區間的聯繫及凝聚
力，帶領義工促進睦鄰友好關係，共建和諧社區。 為
延續是項服務計劃，現正招收新成員。

家計大使家計大使家計大使家計大使

接受專業培訓，協助推廣性與生殖健康活動；協助職員主
持社區教育講座及提醒市民參與性與生殖健康講座。

如果你對於上述三個服務範疇有興趣，就歡迎加入成為我
們的一份子，活動詳細情況，請向本會職員查詢。

婦女會各『義工組』婦女會各『義工組』婦女會各『義工組』婦女會各『義工組』

現正招募新成員現正招募新成員現正招募新成員現正招募新成員

參與義工服務，從中享受團隊生活樂趣，
並且擴闊生活視野及豐盛人生。有興趣的
朋友，請與本會職員查詢及聯絡。

藥具價格男用避孕套 Durex杜蕾斯 $35.00/每打per dozen女用避孕套 Femidom $30.00/每個per unit口服避孕丸 -Microgynon 30ED敏高樂 $40.00/每排per cycle
-Marvelon安意避 $40.00/每排per cycle
-Mercilon美意避 $70.00/每排per cycle
-Gracial $70.00/每排per cycle
-Harmonet輕樂偶 $70.00/每排per cycle
-Yasmin 優思明 $90.00/每排per cycle
-YAZ優悅 $90.00/每排per cycle潤滑劑 Aquagel $30.00/每支per tube鈣片 Mega Calcium $100.00/每樽per bot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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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檢查服務健康檢查服務健康檢查服務健康檢查服務
為了鼓勵大家定期檢查身體，以及在檢查地點、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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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八折八折八折八折優惠接受：
◎◎◎◎婦女健康檢查婦女健康檢查婦女健康檢查婦女健康檢查；；；；
◎◎◎◎A項或項或項或項或E項血液化驗服務項血液化驗服務項血液化驗服務項血液化驗服務 (男女會員均可參加)

預約方法預約方法預約方法預約方法：
1) 自行在網上預約；或
2) 自行致電25722222預約；或
3) 由婦女會代為進行網上或傳真登記。
詳情請瀏覽 www.famplan.org.hk (e-服務)或向本會職員查詢
。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
，，，，方可享用此優惠方可享用此優惠方可享用此優惠方可享用此優惠。。。。



招募健骨大使，並且教授健骼十
式拳運動。

會員$50

非會員$75.

本會會所3月4日至4月22日 (逢星期三)

中午12：00 至 12：45

合共8堂。

健骨健骨健骨健骨大使大使大使大使新丁新丁新丁新丁

量子共振是美國近年流行的一種
徙手能量治療，只透過輕柔的接
觸，便能緩解身體各種痛症。活
動由義工與大家分享她的體驗。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

2月6日 (五)

下午2：30 至：4：30

量觸量觸量觸量觸療法療法療法療法

迎春準備工夫，由義工教曉大家
用利是封製作賀年手工藝品，做
出別出心裁的小擺設品。參加者
自備材料及工具。

免費本會會所

1月22日(四)及1月23日(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賀年摺紙賀年摺紙賀年摺紙賀年摺紙

以低廉價錢供會員及區內人士選
購心頭喜好的物品，既環保又實
惠。詳細情況請向本會職員查詢。

活動詳細內容請向本會職員查詢。

免費本會會所1月16日(五)上午9:30至下午1:00及下午2:00至4:00

及

1月17日六)上午上午9:30至下午1:00

環保購物日環保購物日環保購物日環保購物日

講解各類疾病癌症成因及預防方
法、各種肝炎傳染途徑及預防方
法，及患病後之後遺症。講座由
香港癌症協會主持。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1月2日 (五)

上午11:30 至中午12：30
危疾危疾危疾危疾癌症講座癌症講座癌症講座癌症講座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可有想過廚餘亦可以化成染料？由

專業人士教授參加者利用咖啡渣製

造天然染料，翻新舊手帕。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

6月12日 (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暫定)

廚餘紮染廚餘紮染廚餘紮染廚餘紮染

健怡的湯水有助我們吃得健康，一
家之煮懂得今餐煲什麼湯水，可讓
家人做到養生的目的。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

5月8日 (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湯水篇湯水篇湯水篇湯水篇

廢物利用家中煮食後餘下的食油，
便可以製成手皂。由專業人士教大
家利用天然材料製作綠色手皂，既
環保又實用。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

4月24日 (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暫定)

綠色手皂綠色手皂綠色手皂綠色手皂

「「「「油油油油」」」」你你你你「「「「皂皂皂皂」」」」

以學習手語，加強義工與聽障人士
的溝通及認識，共建共融社區。由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主持。

會員$75.

非會員$110.

本會會所

3月6日至3月27日(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手語學習手語學習手語學習手語學習

簡介及體驗靜觀以舒緩更年期症狀，
歡迎更年期婦女報名參加。

會員免費

非會員$5.

本會會所

4月17日 (五)

上午10：30 至中午12：00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更年期靜觀減壓工作坊更年期靜觀減壓工作坊更年期靜觀減壓工作坊更年期靜觀減壓工作坊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日期及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為義工慶祝生日，進行團體遊戲，
輕鬆學習新認知。

視乎個別主題
而定，詳情請
向職員查詢或
留意宣傳海報。

本會會所

3月27日(五)及6月26日(五)

下午2:30至4:30

每季義聚暨每季義聚暨每季義聚暨每季義聚暨

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生日會

由義務導師教曉大家學習養生運動
~八段錦。

會員$50

非會員$75.

本會會所1月14日至3月4日 (逢星期三)

中午12：00 至 12：45

合共8堂。

八段錦運動八段錦運動八段錦運動八段錦運動

婦女輕鬆地跳跳各類集體舞。會員$50

非會員$75.

本會會所

1月9日至3月20日 (逢星期五)

下午2：30 至 4：00

合共8堂。

綜合集體舞綜合集體舞綜合集體舞綜合集體舞

每月愛義聚是我們的新設活動，讓
一班義工朋友相聚一堂，分享共同
所好。題目、內容及時間由你話事，
歡迎大家最遲二星期前與職員商討
時間及主題呢 ! 內容可以包括編織、
烹飪、手工藝…各式各樣均可!各
義工亦要留意喇 !

*內容為不收費活動

免費本會會所

每月一次每月愛義聚每月愛義聚每月愛義聚每月愛義聚

收費調整通告收費調整通告收費調整通告收費調整通告

由即日起補辦會員證費用將調整至每張
十元，特此通知，敬請留意！

圖書借閱圖書借閱圖書借閱圖書借閱

每位會員可借圖書兩本， 為期
兩星期，歡迎借閱！

招招招招 募募募募 導導導導 師師師師
誠意招募經驗或註冊導師，帶領各類活動及興趣班。
有意者，請於每年的3月1-15日或9月1-15日期間，

致電或親臨各家計會婦女會與職員洽商。



興趣班興趣班興趣班興趣班

星
期

時 間 堂數

每期費用

會員 非會員

元極舞A班 一 上午9:45 –上午11:15 8堂 130 195

元極舞B班 一 上午11:15 -下午12:45 8堂 130 195

太極班 三 上午10:30 -下午12:00 8堂 130 195

瑜伽A班 二 上午11:00 -下午12:30 8堂 400 600

瑜伽B班 四 上午9:30 -上午11:00 8堂 400 600

書法A班 三 下午2:00 -下午3:30 6堂 40 60

書法B班 三 下午3:30 -下午4:30 9堂 40 60

催眠初班 四 下午2:00 -下午3:30 4堂 200 300

催眠進階 四 下午3:30 -下午5:00 4堂 200 300

陳式太極 二 下午2:00 -下午3:00 4堂 200 300

耳穴療法 二 下午3:30 -下午4:30 4堂 200 300

颱颱颱颱 風風風風 及及及及 暴暴暴暴 雨雨雨雨 安安安安 排排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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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服務 中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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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或以上 暫停 暫停 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