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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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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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串珠 簡易出街妝容 情人節絨毛花製作 

日期： 2018 年 1月 9日至 1月 30日 

      (逢星期二；合共 4堂)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4: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50.  非會員：$230. 

主持：義工林少卿女士及林彩蓮女士 

內容：利用簡單的材料， 

      珠仔和魚絲，教 

      授製作好意頭賀 

      年飾品大吉及宮 

      燈。費用包括材 

      料費，參加者需 

      自備工具 。 

日期： 2018年 1月 18日至 2月 1日 

      (逢星期四；合共 3堂)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  員：$20.(每堂) 

      非會員：$30.(每堂) 

主持：資深美容從業員張曉旻女士 

內容：學習簡單端莊的化妝技巧，應用在 

      快將來臨的拜年活動，讓自己增添 

      魅力約見親友。費用包括材料費及 

      工具 。 

 

  

日期： 2018年 2月 1日(四)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0.    非會員：$20. 

主持：義工張敏嫻女士 

內容：運用毛毛條手工藝 

      工具製作花卉飾物 

      。費用包括 

      材料費，參加者 

      需自備工具。 

 

  

手語歌 教授集體舞 顱薦椎療法分享 

日期： 2018 年 3月 1日至 3月 22日 

      (逢星期四；合共 4堂)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葉惠蓮女士 

內容：教授手語演繹出經典歌曲 

     “獅子山下”及“愛是不保留” 

 

日期： 2018年 3月 7日至 5月 2日 

      (逢星期三；合共 8堂) 

時間：中午 12:05 至下午 1: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 

主持：義工林彩蓮女士 

內容：透過課堂練習，帶領婦女認識集體舞 

      及齊做運動身體好。適合初學者。 

備註： 3月 28 日停課 

日期： 2018年 3月 16日(五) 

時間：上午 11:45至下午 1: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林秀慧女士 

內容：秀慧將會帶領大家認識顱薦椎療法 

      如何舒緩身體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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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說性同樂日 會員生日會 趣味串珠 

日期： 2018 年 3月 21日(三) 

時間：下午 2:00至下午 5:00 

地點：待定  

收費：免費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在區內進行攤位遊戲，提供有關性與 

      生殖健康的資訊。詳細情況請向本會 

      職員查詢。 
     

 

 

 

 

 

 

日期： 2018年 3月 28日(三)及 

       2018年 6月 27日(三) 

時間：中午 12:05 至下午 1: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為會員慶祝集體生日會，進行團體遊戲 
      及互相交流分享。 

日期：課堂(A)： 2018 年 4月份 

      課堂(B)： 2018 年 6月份 

      (逢星期二；合共 4堂) 

時間：下午 3:20下午 4:5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義工林少卿女士及林彩蓮女士 

內容：課堂(A)4月份教授戒子、手鍊飾品。     

      課堂(B)6月份教授可愛動物造型掛飾及   

      實用手工藝品。 

  

當小紅帽遇上小南瓜 剪紙藝術 美麗有序 

 

 

 

 

 

 
 
日期： 2018 年 3月 6日至 3月 27日 
      (逢星期二；合共 4堂) 
時間：下午 3:30至下午 4: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00.  非會員：$150. 
主持：梁瑞文女士 
內容：教授鈎織技巧，鈎出專屬自己 
      獨特的小紅帽及可愛的小南瓜 

      。參加者需自備冷及鈎針。 

  

日期： 2018年 4月 12日至 4月 26日 

      (逢星期四；合共 3堂) 

時間：下午 2:05至下午 3: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  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葉惠蓮女士 

內容： 帶領婦女認識中國傳 

      統文化，剪紙課程包 

      括教授圖形、教對摺 

      圖、教囍字圖及教授 

      立體圖。參加者需自 

       備材料及工具。 

  

  

 

 

 

 

日期： 2018年 5月 10日至 5月 24日 

      (逢星期四；合共 3堂)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  員：$10.(每堂) 

      非會員：$15.(每堂) 

主持：資深美容業員張曉旻女士 

內容：第一節：護膚 5步曲 

      第二節：手部頸部護理 

      第三節： DIY 迷你唇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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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溫馨花藝 聽歌學英文 飲筒草蜢製作 

日期： 2018 年 5月 3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4: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毛桂帶女士及毛桂蘭女士 

內容：教曉婦女花點心思去學習做花束，然後 
      將心意送贈給偉大的母親，大家歡渡一 
      個溫馨暖心的母親節。參加者需自備材 
      料及工具。 

日期： 2018 年 4月 27日至 5月 11日 

      (逢星期五；合共 3堂) 

時間：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20.    非會員：$30. 

主持：義工謝碧儀女士 

內容：一面傾聽悅耳的懷舊金曲， 

      一面學習歌詞的英文用語。 

  

日期： 2018年 5 月 31日(四) 

時間：下午 2:15 至下午 3: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葉惠蓮女士 

內容：利用飲筒造出栩栩如生的草蜢。 

              參加者需自備材料及工具。 

分享抗衰老 分享襌繞藝術  

日期： 2018 年 6月 15日(五) 

時間：上午 10:30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駱國珍女士 

內容：透過智力遊戲、加強記憶力訓練練習、 

      強化大腿肌肉運動等去抗衡衰老現象。 

日期： 2018 年 3月 9日(五) 

時間：上午 9:30 至上午 11: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50.    非會員：$80. 

主持：資深導師李翠珊女士 

內容：禪繞藝術讓我們輕鬆享受 

      簡單易懂的繪畫禪繞畫， 

      可以讓自己達成既放鬆又 

      專注的狀態，並從中得到 

      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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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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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輕鬆多 2點 
主題：◎烹飪美食、◎扮靚貼士、◎趣味手作仔、◎潮流玩意 

時間：上午 9:30至上午 11:30(五)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50 .(每堂)   非會員$80.(每堂) 

主持：資深導師李翠珊女士 

       ◎在這 2 個小時內，輕鬆盡情地學習新事物！ 

課堂 1:自製 BB CREAM (2018 年 1 月 26 日)          

課堂 2:秘製東南亞醬汁 (2018 年 2 月 2 日)            課堂 3: 咸魚生煎包(亦有其他味道)  

                                                                                             (2018 年 3 月 16 日)                                                                                                                                        

課堂 4: 英文藝術字( 2018 年 4 月 20 日)                     課堂 5:簡易漫畫( 2018 年 5 月 18 日)                       

課堂 6: 多種風味豬肉乾(2018 年 6 月 1 日)                 課堂 7:電眼睫毛 (2018 年 6 月 29 日)                                                        

 自然療法多面體 

主題：◎免費 keep fit妙法工作坊、◎ Keep fit 自然療法班、◎失眠自然療法班 

時間：上午 11:45 至下午 1:00(五) 

地點：元朗婦女會  

主持：資深導師楊美蘭女士 

課堂(A) 免費 keep fit 妙法工作坊  

 2018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提供多種實用、不花費、不花氣力的自然療法 keep fit 妙法。 

課堂(B) Keep fit 自然療法班 (共 4 堂)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20 日 (逢五 )                     會員：$200.      非會員：$300.        

 體驗自然療法，坐着、躺着、看電視、搭車、走路，都能完成的減肥方法。 

課堂(C)失眠 自然療法班 (共 4 堂)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2 日(逢五)                           會員：$200.      非會員：$300.        

 安全無副作用的自然療法，不用打針食藥便能使人放鬆、舒壓自然地入睡。 

    興趣班 星

期 

上課時間 堂

數 

收費 

會員 

$ 

非會員 

$ 

元極舞 A 班 一 上午 9:45-上午 11:15 8 150 230 

元極舞 B 班 一 上午 11:20-下午 12:50 8 15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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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30 800 

夏威夷小結他 二 下午 2:15-下午 3:15 8 400 600 

太極班 三 上午 10:30-下午 12:00 8 15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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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0 90 

瑜珈 B 班 四 上午 9:45-上午 11:15 8 530 800 

伸展拉筋班  五 下午 2:00-下午 3:00 8 360 540 

普拉提健體班  五 下午 3:15-下午 4:15 8 36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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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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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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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檢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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