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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快樂七式及慢活生活 

心靈健康   

 

 

日期： 2020年 9月 16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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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倡導婦女活得健康快樂，並且 
      將開心正能量傳遍開去。 

 
 

日期： 2020年 9月 28日(一) 
時間：下午 3:30至下午 4: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謝小萍女士 
內容：齊來消除壓力，做個開心健康 
      快樂人。 

 
 

日期： 2020年 10月 14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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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精神復康會註冊社工 
內容：介紹身心靈保健五大養份，以 
      改善情緒健康及促進幸福感。 
      填寫精神健康評估問卷，如有 
      需要將會轉介相關服務。 

   

 

日期： 2020 年 11月 2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8日 

       (逢星期五；共 4堂) 
時間：上午 10:45至上午 11: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80  非會員：$120 
主持：導師彭凱筠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繪畫美麗藝術圖案 
      的樂趣，可以自娛減壓或者設   
      計心意咭之用。參加者需要自 
      備工具。      

 

日期： 2020年 12月 23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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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認識情緒對我們身心之影響； 
      並且分享如何處理負面情緒及 
      怎樣凝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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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鬆弛分享 

     情緒多面體 

“滋心養身 愛自己”講座  

減壓襌繞畫 MOSWC SSWC LTWC 

TKOWC YLWC TM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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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更年期分享 

婦女健康   

 

 

日期： 2020年 8月 27日(四) 
時間：上午 11:45至下午 12: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主持：義工黃慧中女士 
內容：從食物及運動方面入手， 
      與踏進更年期的婦女分 
      享減輕更年期所帶來的困 
      擾。 

 
 

日期： 2020年 9月 18日(五) 

時間：上午 10:45至上午 11: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非會員：$10 
主持：義工方舜敏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楊式太極劍的 
      樂趣。 

 

   

 

日期： 2020年 9月 23日及 

       2020年 9月 30日 

      (逢星期三；共 2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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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帶領大家學習十巧手 

      運動。 

 

日期： 2020年 10月 9日至 

       2020年 11月 20 日    
       (逢星期五；共 6堂) 
時間：上午 10:45至上午 11:45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80   非會員： 270 
主持：方舜敏女士 
內容：讓大家體驗楊式太極劍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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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劍初探 

天氣

狀況 

 
雷暴警

告 

黃色暴

雨 

 
紅色暴

雨 

 
黑色暴

雨 

 
 

 

1 號風

球 

  

 
3 號風

球 

  

 
8 號或 

以上颱風 

會所

服務 
       

中心

活動 
  

*

 

    

戶外

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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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劣天氣活動安排 

 強身健體太極劍 十巧手運動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url=http%3A%2F%2Fwww.65at.cc%2Fimagetype%2Ffangsongkatong-833320.html&psig=AOvVaw0H7B-WRy1wl6JfiJyhAwW8&ust=1592971598425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LivtOeHl-oCFQAAAAAdAAAAABAP


布藝舍 

發揮潛能   

 

 

日期： 2020 年 8月 25日至 2020年 9 月 15 日    

      (逢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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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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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需要自備工具。  

 
 

日期： 2020年 10月 6日(二) 

時間：下午 2:15至上午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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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婦女分享如何應用梳打粉 

      去清潔家居頑固污漬。 

 

   

 

 

日期： 2020年 11月 19日(四)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10   非會員：$20 
主持：義工鄧致英女士 
內容： DIY做一瓶酵素果茶，與家人 
      分享美食。 

 

 

日期： 2020年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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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鄧致英女士 
內容：運用天然的花卉和野草，拓印 
      在布料上便可以造出色彩鮮艷 
      奪目圖案的環保袋。參加者自 
      備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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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清潔 

    火龍果酵素茶     拓花印草環保袋 

健康檢查優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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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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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資料 

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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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帶領遊戲技巧訓練 

   義務工作及培訓   

 

 

日期： 2020年 11月 3日(二)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裝備義工如何帶領團體遊戲， 
      擔任主持人的角色，帶領參加 
      者享受遊戲當中的樂趣。 

 
 

日期： 2020 年 11月 12 日至 2020 年 12月 3日 

      (逢星期四；共 4堂)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4: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義工訓練、教授 DIY布藝飾品、 
      製作小禮物，並且集結小飾品在        
      12月份的長者同樂日致送給老友  
      記。 

 

   

 

 

日期： 2020年 12月 15日(二)(暫定) 
時間：下午 2:15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團體遊戲、抽獎、做運動、致送 
      DIY小禮物。與博愛醫院王東源 
      夫人長者地區中心長者們同賀聖 
      誕節。 

 

 

日期： 2020年 12月 16日(三) 
時間：上午 10:00至下午 4:30 
地點：天水圍濕地公園 
收費：待定(只限義工)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走進大自然環境，懷着輕鬆的 
      心情展望未來計劃，並且建立 
      團隊精神。之後在天水圍區內 
      共享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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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義工-DIY布藝飾品 

    聖誕長者同樂日     義工退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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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打 per d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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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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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孕藥具配售 



 

其他   

 

 
 

 
 
 

 

   
 

 
 

 

 

 

 

P.6 

    2020會員大會暨義工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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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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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0年 11月 18日(三) 

時間：上午 10:30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每兩年一度的元朗婦女會盛事， 

      邀請大家踴躍參加。參加者可 

      獲紀念品乙份。  

仝賀家計會 70週年 

日期： 2020年 11月 26日(四) 

時間：上午 11:50至下午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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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大家 DIY摺出精美的禮物盒， 

      作為祝賀家計會 70週年的心意。 

會員生日會 

日期： 2020年 9月 24日(四)及 
       2020年 12月 24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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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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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派發生日福袋。 

親愛的會員：誠意邀請您出席在 2020年 11月 18日 

舉行的會員大會暨義工嘉許禮！ 

https://www.famplan.org.hk/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www.google.com.hk%2Furl%3Fsa%3Di%26rct%3Dj%26q%3D%26esrc%3Ds%26frm%3D1%26source%3Dimages%26cd%3D%26ved%3D%26url%3Dhttp%253A%252F%252Fwww.sccnn.


              

班組名稱 星期 時間 堂數 會員($) 非會員($)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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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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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珈 A班 二 上午 11:00-下午 12:30 8 57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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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班 三 上午 10:15-下午 11:45 8 150 230 林彩蓮女士 

減壓手繪畫 三 中午 12:00-下午 1:00 8 280 420 彭凱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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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珈 B班 四 上午 9:45-上午 11:15 8 57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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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劇之王” 

演技與生活 

五 上午 12:00-下午 1:00 8  240 360 彭凱筠女士 

伸展拉筋班 五 下午 2:15-下午 3:15 8 400 600 張敏玲女士 

普拉提健體班 五 下午 3:30-下午 4:30 8 400 600 張敏玲女士 

(備註：以上各項課堂費用，並不包括材料費。) 

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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