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絡我們 
 

地址：新界元朗安寧路149-153號二樓 

電話：2447 9181       傳真：2470 9872 

電郵：w_club_yl@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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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午膳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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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會員： 
 
元朗婦女會自2016年 1 至 6月份期間、在公平、公開、公正
原則下，宣傳及招募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候選人，鼓勵會員提
名或自薦加入候選人行列。截至2016年 6月 30 日，本會收
到的參選表格不足四份。 

  

根據「婦女會會章」，應屆選舉倘若少於四名候選人參選，
家計會婦女會便無法組成執行委員會。在此兩年期間，家計
會現邀請三位義工組成「執行工作小組」，協助婦女會推行
日常會務。 

 

執行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 

文美蓮  雷婉兒   朱鳳雲 
(排名不分先後) 

 

活動開始報名日期： 
2016年12月20日上午9時正 



馬鞍山婦女會 

藥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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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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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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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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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八折優惠接受 ： 

◎婦女健康檢查 ； 

◎A項或E項血液化驗服務  (男女會員均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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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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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婦女會 

上水婦女會 將軍澳婦女會 

屯門婦女會 元朗婦女會 

“歡迎會員使用以下QR Code閱覽家計會各婦女會活動單    

     張，如在使用上有任何疑問，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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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颱 風 及 暴 雨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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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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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40 210 

元極舞B班 一 上午11:15-下午12:45 8 140 210 

鉤織班 一 下午2:00-下午3:30 4 120 180 

「悠閒墨彩」
中國畫班 

一 下午3:30-下午4:45 10 80 120 

瑜珈A班 二 上午11:00-下午12:30 8 450 675 

太極班 三 上午10:30-下午12:00 8 140 210 

書法A班 三 下午2:00-下午3:30 6 60 90 

書法B班 三 下午3:30-下午4:30 9 60 90 

瑜珈B班 四 上午9:45-上午11:15 8 450 675 

麵粉花班 四 上午11:30-下午1:00 5 150 230 

扭氣球 

工作坊 
四 下午3:00-下午4:00 4 60 90 

催眠「自」
療與減壓 

五 上午11:30-下午1:00 

(3/3/2017-24/3/2017) 

4 200 300 

認識九型人
格-提升人際
關係 

五 上午11:30-下午1:00 

(5/5/2017-26/5/2017) 

4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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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Keep Fit妙法 」講座 

日期：2017年2月3日 (五) 

時間：上午11:30 至下午1: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由楊美蘭小姐義務主講，介紹一些適用於大部份
人士的Keep Fit小貼士及妙法，實用、不花費、不花氣
力。 

九型人格講座 

日期：2017年3月31日 (五) 

時間：上午11:30 至下午1: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由楊美蘭小姐義務主講，教授深入地理解別人及
自己的方法，提升人際關係，達至「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 

 

基礎護膚5分鐘 

日期：2017年2月3日 (五) 

時間：下午2:30至下午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非會員$15 

內容：由資深美容從業員主講，教授每天5分鐘護理皮
膚心得和技巧。 

雀巢三花健康講座系列 

  1.「食得啱、瞓得甜」                 2.「三高美味廚房」 

日期：2017年2月24日 (五)        日期：2017年6月9日 (五) 

時間：上午11:00 至中午12: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由雀巢三花健康大使主講，分別指出飲食習慣與
睡眠質素的相互關係及教授如何以飲食擺脫「高血壓、
高血糖、高血脂」。每位參加者均可獲得禮品包乙份。 

輕鬆舞動Funky Dance 

日期：2017年5月5日 (五) 

時間：下午3:00 至下午4:15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藉由全身舞動，迅速燃燒脂肪，加強心肺功能，
動作輕鬆有趣。參加者需穿輕便服裝。 

孩子性教育 

日期：2017年6月2日 (五) 

時間：上午10:00 至 上午11: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家庭性教育是人生重要的元素。活動旨在教授性
教育的正確觀念，讓會員在照顧子女或孫兒時懂得以正
面開放的態度面對孩子的性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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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活動：鮮花戒指工作坊 

日期：2017年2月10日 (五) 

時間：上午10:30 至下午12: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非會員$15 

內容：由義工敏嫻教授，以鮮花製作飾物戒指。 

自製意大利高級皮革真皮卡套 (粉紅色櫻花圖案) 

日期：2017年3月17日 (五) 

時間：下午2:00 至下午5: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 $150；非會員 $225 

(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工具由導師提供) 

內容：由皮革書籍作者及皮革工作室創辦人教授，自己
動手完成卡套製作。 

母親節活動：鮮花襟花工作坊 

日期：2017年5月12日 (五) 

時間：下午2:30 至 下午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非會員$15 

內容：由義工敏嫻教授，以鮮花製作飾物襟花。 

DIY保濕玫瑰花水 

日期：2017年5月26日 (五) 

時間：下午2:30 至 下午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0；非會員$30 

內容：玫瑰花水具有補濕滋潤的作用，緊緻皮膚。自己
動手製作，方便又慳錢。 

**參加者需自備容器。 

西式甜品班 

日期：2017年2月17日、2017年3月31日、 

2017年4月28日、2017年5月19日、2017年6月23日  

(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 至上午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225；非會員$350 

(包括導師費及材料費，工具由導師提供) 

內容：由資深導師李翠珊小姐教授，以焗爐製作一系列
西式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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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家庭日-迪士尼遊蹤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2017年2月26日 (日) 

時間：上午9:00-下午5:00 

地點：香港迪士尼樂園 

對象：綜援、交通津貼計劃或書簿津貼的受助人/家庭、
低收入家庭 

費用：免費(免入場費；需自備車資) 

內容：與家人一起暢遊迪士尼樂園，於樂園中留下美麗
和難忘的回憶。 

**參加者需為香港居民並符合資格，需填寫申請表格。 

 

放眼看香港 -參觀天際100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2017年2月28日 (二) 

時間：上午10:30 至下午12:30 

地點：香港觀景台天際100 

費用：會員免費(免入場費；需自備車資) 

內容：於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ICC）100樓，360

度鳥瞰全香港四方八面不同景觀。 

行山樂趣多 

日期：2017年3月24日 (五) 

時間：上午10:00-下午2:00 

地點：邊境路(上水至落馬洲)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需自備車資) 

內容：由義工敏嫻帶領，行程途中可享用馳名豆腐花(自
費活動) ；參加者請自備食水乾糧及穿輕便服裝。 

米埔遊蹤導賞團 

日期：2017年4月7日 (五) 

時間：上午9:30 至下午12:30 

地點：米埔自然保護區 

費用：會員$120；非會員$180 

內容：參加者可免費借用雙筒望遠鏡，參觀基圍、魚塘、
觀鳥屋及野生生物教育中心等，飽覽自然風光。 

參觀T · PARK [源 · 區]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2017年4月21日 (五) 

時間：上午10:00 至下午2:00 

地點：屯門稔灣T · PARK [源 · 區] 

費用：會員免費； 非會員$5 

(免入場費；需自備車資) 

內容：參加者可參與導賞團，了解環境教育中心的運作
及設施，亦可享用水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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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輔助教育講座(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日期：2017年3月11日 (六) 

時間：上午9:30 至 上午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香港動物輔助治療學會將攜同動物大使，教授犬
隻知識及介紹動物輔助治療的重要性。 

趣味普通話 

日期：2017年6月9日 (五) 

時間：下午2:30 至下午4:0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教授普通話聲母、韻母、聲調，讓參加者學習日
常生活對話及常用詞語的正確發音。 

會員生日會 

日期：2017年3月3日(五)、2017年6月30日 (五) 

時間：下午2:30 至下午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為會員慶祝生日，進行集體遊戲及互相交流分享。 

認識婦女會 

日期時間： 

2017年1月6日(五) 下午3:00-下午4:00 

2017年3月10 (五)  上午10:00-上午11:00 

地點：元朗區 

費用：免費 

內容：由義工及職員向街坊宣傳及推廣家計會婦女會服
務。 

手提電腦班 (共6堂) 

日期：2017年2月2,9,16,23日 (四) ；2017年3月2,9日 (四) 

時間：下午2:00 至 下午3: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5 

內容：教授使用手提電腦的基礎知識，如硬件操作、網
頁操作、應用程式使用方法等。 
**(參加者需自備手提電腦。) 

英語教室(III) (共3堂) 

日期：2017年2月11日(六) 、2月17日(五) 、2月25日(六) 

時間：上午10:00 至 上午11: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會員$10；非會員$20 

內容：由義工碧儀教授大家有關節日、購物及旅遊(進階

篇)的日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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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招 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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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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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會員可借圖書兩本
，為期兩星期， 

歡迎借閱。 

 

元朗婦女會 義工隊伍 
音樂義工小隊  健骨大使  煮食大使 

手作仔義工隊 運動大使                

義工訓練 
           義工訓練(1)-自我認識篇  

        日期時間：2017年2月24日(五)下午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全免 

        目的：讓義工了解個人特質，肯定個人長處， 

                    增加自信心。 

        義工訓練 (2)-活動設計篇 

        日期時間：2017年6月16日(五)下午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費用：全免 

        目的：讓義工掌握設計義工活動內容的技巧， 

                     為日後服務作準備。 

 

 

 

 

 

 

 

 

 

 

 

婦女會已開始使用新版會員證，而舊版會員證仍然生效。 

如各會員有意更換新證，歡迎攜同舊版會員證親臨本會辦理。

新證需時製作，敬請留意。 

談情說性同樂日 
 

日期：2017年2月22日(三) 

時間地點：待定 

費用：全免 

目的： 

透過地區宣傳，讓更多地區人士了解性教育的發展，
增加大眾對性教育的認識，建立正確的性觀念及態度
。 

內容： 

小型講座、錄像分享、展板參觀、免費資源派發、  

性教育諮詢服務和遊戲攤位； 

青春斗教學車會於會場附近停泊，供市民參觀和了解
本會的性教育資源。 

義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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