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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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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WC SSWC LTWC 

TKO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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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WC 

歡迎掃描此 QR Code， 

使用 WhatsApp 與元朗婦女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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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5968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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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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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潛能   

 

 
 
日期： 2022年 3月 24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 DIY廚餘酵素清潔劑，既環保 
      又慳金錢。參加者需要自備材 
      料和工具。 

 
 
 
日期： 2022年 4月 13日(三)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如何將一件舊衣裳，加添一 
      些小材料或者改動其剪裁而 
      成為一件番新衣服呢！婦女 
      會提供材料和工具。 

 
 
 
日期： 2022 年 5月 17 日至 
       2022 年 5月 31 日(共 3堂；逢二)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婦女鈎針的基礎技巧，學 
      習鈎織實用的家庭用品。參加 
      者需要自備材料和工具。 

 

 

 
 

 

 

 
日期： 2022年 6月 10日至 
       2022 年 6月 24日(共 3 堂；逢五) 
時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運用水直接在畫紙上把顏料塗開 
      ，變化出美麗的圖畫。婦女會提 
      供材料和工具。 

     

 

 

 

 

 
日期：每月集會(每月月尾的星期四) 
時間：上午 12:00至下午 1:0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發揮婦女的創作靈感及寫作空間。 
       透過寫詩抒發對生活的感受，並 
       且與其他人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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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如疫情穩定及情況許可，將轉為面授課堂/活動。」 

  DIY 酵素清潔劑          鈎織樂  DIY 改衣我有計 

  新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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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學做饅頭  非常水彩畫 

日期： 2022年 5月 26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分享學習做饅頭。婦女 
      會提供材料和工具。 

阿女飛完去美國 

回港隔離二十一天 

中秋不能慶團圓 

境不轉時心自轉 

祇要身體夠健康 

日日都是慶團圓 

   ~慧中題 



   婦女健康  

 

 
日期： 2022 年 1月 13日及 
       2022 年 1月 20日(共 2堂；逢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與大家一起玩數款桌上智力遊 
      戲，如數字遊戲，齊來激活大 
      腦細胞與及預防腦退化。婦女 
      會提供材料和工具。 
    
 
 

 
 
日期： 2022年 2月 25日(五) 
時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推動大家要常常做運動 
      ，先從輕量級的運動量 
      入門，參加挑戰每日步 
      行 8000步運動日。 
      並且教授大家在智能手 
      機安裝計步器程式，以 
      便日後方便記錄每天的 
      步行數目。 
 
 
 
日期： 2022年 6月 9日及 
       2022 年 6月 16日(共 2 堂；逢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分享一起做肌力運動，帶氧運動 
      及平衡運動，推動大家鍛鍊好體 
      魄。 
       

 
         

 
 

 

      綜合運動教室 

「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如疫情穩定及情況許可，將轉為面授課堂/活動。」 

 「乳房健康」配對遊戲

活動退款須知： 

●如活動報名人數不足，本會有權取消活動，並按程序向參加者安排 

  退款。 

●如參加者因私人理由退出活動，恕本會不接受退款申請。 

●如活動遇特別事故，屬本會非能控制的情況（例如：颱風、暴雨、 

  天災、疫情等），在一般況下，活動會改期進行。如參加者因活動 

  改期而無法參加，本會會安排退款。如活動最終取消，本會會安排 

  退款。 

       動腦筋智力遊戲         挑戰每日步行 8000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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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渡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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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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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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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診當日必須出示與身份証資料 

相同之婦女會會員證。 

詳情請瀏覽 www.famplan.org.hk(e-服務) 

或向本會職員查詢。 

 
日期： 2022年 4月 21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分享如何調適面對更年期所帶 
      來的轉變，從而輕鬆快樂地渡 
      過更年期。 

 
日期： 2022年 5月 19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透過學習性與生殖健康 
      教育教材套，讓婦女加 
      強關注乳房健康。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避孕藥具配售 

心靈健康  

 

 

 

 
 
日期： 2022 年 3月 16日及 
        2022 年 3月 23日(共 2堂；逢三)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 ZOOM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透過創作和諧粉彩畫， 
      得到喜悅及放下日常生 
      活的煩惱，從而令心靈 
      更加健康。參加者需要 
      自備材料和工具 

  

 

 

 
日期： 2022 年 4月 28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一起學習大笑瑜伽，一 
      起做運動，一起開懷大 
      笑一番。 
       

 

 

 
日期： 2022年 6月 30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免費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由義工為會員慶祝集體 
      生日會，進行團體遊戲 
      及互相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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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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會同樂日 

「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如疫情穩定及情況許可，將轉為面授課堂/活動。」 

 療愈和諧粉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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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瑜伽 

藥具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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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per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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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Z 優悅 $100.00/每排 per cycle 

Gveza 欣嘗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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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畫畫出好心情  
日期： 2022年 1月 21日(五) 
時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點： ZOOM 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與大家分享如何繪畫襌繞 

畫，讓自己達致既放鬆又 
專注的狀態，並從中得到 

      平靜。婦女會提供材料和 
      工具。 



其他   

 

 

日期： 2022年 1月 5日(三) 
時間：下午 2:00至下午 4: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的工 
內容：教授大家插花技巧，並將插花 
      盆景作為新春的家居佈置。參 
      加者需要自備工具。 

 
 
日期： 2022年 2月 24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透過猜燈謎及大抽獎 
      ，大家一起歡渡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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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賀團拜 

「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如疫情穩定及情況許可，將轉為面授課堂/活動。」 

    新年插花樂 

      環保小手工  汽水蓋掩拉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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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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2年 4月 22日(五) 
時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如何廢物利用，製作出 
      別緻實用的家居小用具。參 
      加者需要自備材料和工具。 

2022-2024 年度執行委員選舉 

 

執行委員選舉： 

執行委員選舉時間表： 

報名日期： 2022年 1月 10日至 2022 年 4月 30日 

選舉日期： 2022年 5月 1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 

新一屆委員就職： 2022年 10月 

參選資格： 

※必須為家計會轄下各婦女會其中一間婦女會的會員； 

※獲會員提名或自薦； 

※於家計會婦女會義工組服務一年或以上； 

※願意付出時間，擔當委員會需要履行的職務。 

參選途徑： 

於報名限期前遞交參選表格，以便婦女會公開張貼及 

向會員發放有關參選者的資料，以供投票者考慮和選
擇。 

        綠在區區 
 

日期： 2022年 2月 24日(四) 
時間：下午 3:30至下午 4: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介紹環保署推行「綠在區區」 
      計劃，學習如何把合適物品 
      回收，賺取綠綠積分賞。 

日期： 2022 年 3月 31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網上課堂/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大家利用汽水蓋掩拉環 
      做出創意小手工。參加者需 
      要自備材料和工具。 

https://www.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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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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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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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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義工訓練 18/2/2022(五) 上午 11:00至 

中午 12:00 

網上課堂 

/元朗婦女會 

學習 ZOOM網上會議 

 

手作仔義工隊 

 

7/4/2022, 

12/5/2022, 

23/6/2022 

(逢四；共 3堂) 

 

上午 11:30至 

中午 12:30 

 

元朗婦女會 

 

協助製作汽水蓋掩拉
環小手工飾品，並且
在節日送給長者 

義工訓練 29/4/2022(五) 上午 11:00至 

中午 12:00 

網上課堂 

/元朗婦女會 

  

學習 GOOGLE MEET 網
上會議 

禪繞畫壁畫作
義工隊 

22/6/2022 至
13/7/2022 

(逢三；共 4堂) 

下午 2:30至 

下午 3:30 

元朗婦女會 協助將禪繞畫裝裱及
完成壁畫製作 

義務工作及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