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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剪紙  香脆奶皇月餅 伸展拉筋同樂日  

日期： 2019年 7月 18日(四) 
       2019年 8月 29日(四) 
       2019年 9月 26日(四) 
       2019年 10月 24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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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婦女認識中國傳統剪紙藝 
      術。參加者需自備材料及工具。 

日期： 2019年 7月 25日(四) 
時間：上午 11:45至下午 4: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00   非會員：$150 
主持：義工文美蓮女士 
內容：迎接中秋節準備功夫，教曉大 
      家做月餅，製作佳節食品。費 
      用已包括食材；參加者需自備 
      製作工具。 

日期： 2019年 7月 26日(五) 

時間：下午 1:30至下午 2:1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導師張敏玲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伸展拉筋運動的樂 
      趣。參加者需自備瑜伽地蓆。 

楊式太極體驗日  普拉提同樂日 頌缽減壓分享日 

日期： 2019年 8月 9日(五) 

時間：上午 9:30至上午 10: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導師方舜敏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楊式太極的樂 
      趣及運動對身體的好處。 

日期： 2019年 8月 23日(五) 

時間：下午 1:30至下午 2:1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導師張敏玲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普拉提運動的樂 
      趣。參加者需自備瑜伽地蓆。 

日期： 2019年 8月 28日(三)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4: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20   非會員：$30 
主持：導師李學霖先生 
內容： 介紹具有療癒作用的樂器~頌 
       缽，並且讓參加者即場親身 
       體驗如何應用頌缽達致放鬆 
       及減壓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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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藝廊 布藝廊 星期六頌缽減壓分享日 

日期： 2019年 9月份(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30 (每堂) 
      非會員：$45(每堂) 
主持：導師梁瑞文女士 
內容：教授大家利用布藝創作 
      活潑而生活化的日用品。 
      費用已包括材料費， 
      參加者需自備工具 
 
 
 
9 月 3日：和風頭花 

                  

          

                9月 10日：百變襟花 

 
 
 
 
9 月 17日：可愛貓頭鷹 
 
 
 
 
                  9月 24日：簡約手繩 

日期： 2019年 9月 7日(六) 

時間：上午 9:45至中午 11: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20   非會員：$30 
主持：導師李學霖先生 
內容： 介紹具有療癒作用的樂器~頌 
       缽，並且讓參加者即場親身 
       體驗如何應用頌缽達致放鬆 
       及減壓的果效。  

9月份會員生日會 齊學八段錦 關注糖尿病講座 

日期： 2019年 9月 25日(三) 

時間：中午 12:05至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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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 9,16,23,30日 

      (逢星期三；共 4堂) 

時間：中午 12:05至下午 1: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林彩蓮女士、陳敏霞女士 
      及霍麗紅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八段錦的樂趣及 
      運動對身體的好處。 

日期： 2019年 11月 11日(一)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1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免費 
主持：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伍 
內容：認識糖尿病的成因、誘發因素、徵 

      狀、併發症、預防及治療糖尿病的 

      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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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搓揉麵包 12月份會員生日會 大棠 BBQ§大棠賞紅葉   

日期： 2019年 11月 13日(三) 

時間：上午 12:05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30  非會員：$45 
主持：義工雷婉兒女士 
內容：不添加防腐劑，不添加化學 

      物質，全部材料都是健康 

      成份，教授大家如何 DIY 

      製作美味麵包。 

日期： 2019年 12月 5日(四) 

時間：上午 10:00至下午 2:00 

地點：元朗南生圍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享受大自然環境，在草地上野餐 

      及為會員慶祝集體生日會。參加 

      者需自備交通費用。 

日期： 2019年 12月 19日(四) 

時間：上午 9:30至下午 4:00 

地點：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收費：會員：$100  非會員：$15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會員們分工合作負責預備燒烤食 

      物，在秋高氣爽的日子，齊來享 

      受燒烤的樂趣及欣賞紅葉。 

推廣日   

日期： 2019年 11月 14日(星期四)及 

       2019年 12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4:00 
地點：元朗區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免費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向元朗區內人士宣傳及推廣本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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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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計會網頁資料 

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家計會已 

優化網頁的設計和功能，歡迎登入 

https://www.famplan.org.hk/ (網址不
變) 瀏覽，索取所需服務及相關資訊。 

MOSWC SSWC LTWC 

TKOWC TMWC YLWC 

“歡迎會員使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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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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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星期 時間 堂數 會員($) 非會員 

($) 

導師/備註 

元極舞 A 班 一 上午 9:45-上午 11:15 8 150 230 林彩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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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班 一 下午 2:15-下午 3:15 6 300 450 梁俊偉先生 

「悠閒墨彩」 

中國畫班 

一  

下午 3:30-下午 4:45 

  

10 100 150 毛桂蘭女士 

瑜珈 A 班 二 上午 11:00-下午 12:30 8 530 800 歐少容女士 

每月串珠 A 教室 二  

下午 2:15-下午 4:30 
2 30 45 林少卿女士 

(不包括材料費) 

太極班 三 上午 10:30-下午 12:00 8 150 230 林彩蓮女士 

每月串珠 B 教室 三 下午 2:15-下午 4:30 3 45 70 林少卿女士 

(不包括材料費) 

瑜珈 B 班 四 上午 9:45-上午 11:15 8 530 800 歐少容女士 

楊式太極班 五 上午 9:30-上午 10:30 8 160 240 方舜敏女士 

伸展拉筋班 五 下午 2:00-下午 3:00 8 360 540 張敏玲女士 

普拉提健體班 五 下午 3:15-下午 4:15 8 360 540 張敏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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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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