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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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紙遊戲 

日期： 2022年 10月 7日(五) 
時間：上午 11:00至中午 12: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0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摺紙蓮花及烏蓬船，製 

      作出別緻的摺紙小玩意。婦 

      女會提供材料和工具 

      靜觀分享 

日期： 2022年 10月 13日(四)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0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分享靜觀呼吸、靜觀步行、 
      身體素描、靜觀飲食及靜 
      觀伸展運動。 

     寵物影片樂分享 

日期： 2022年 10月 19日(三)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3: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0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寵物是人類的好良伴，與牠 
      們一起相處的時刻定必發生  
      不少的趣事。邀請婦女將生 
      活趣事攝錄下來，並且互相 
      分享。    

      萬用紙巾盒 

日期： 2022年 10月 28日(五) 

時間：中午 12:00至下午 1:0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會員$0   非會員$10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製作一個美麗及實用 
      的防水小袋子，很適合放 

      在廚房存放抹手紙。參加 
      者需要自備材料和工具。 

     齊繪和諧粉彩畫 

日期： 2022年 11月 22及 29日 

      (共 2堂；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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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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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水彩畫 

日期： 2022 年 12 月 2，9 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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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0   非會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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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圖案。婦女會提供材 

      料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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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   

 「eCare 護您依時」App 

日期： 2022年 8月 9日(二) 

時間：上午 10:30-上午 11:3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都會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 
 

內容：運用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服藥提 
      示、覆診提示、健康查閱等功 
      能，助您輕鬆照顧自己及家人 
      的健康。 

 

 

「體能活動及體重管理 

日期： 2022年 8月 17日(三) 

時間：上午 10:30--上午 11:3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內容：了解何謂體能活動、運動指 
      標、如何量度體能活動強度 
      、運動示範、維持理想體重 
      的方法及健康飲食等。 

 

     中醫防治頸椎病 
日期：(I)2022年 8月 23日(二) 

       上午 10:30-上午 11:30或 
      (II)2022年 12月 1日 (四) 
       上午 11:00-正午 12: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 
內容：長時間低頭睇手機對頸椎 
      有不良影響；婦女會邀請 
      中醫師講解頸椎病的症狀 
      、影響及改善方法，讓大 
      家防範於未然。 

備註：課堂(I)及課堂(II)內容 
      相同，可以因應個人時間 
      作出課堂選擇。 

改善記憶日常生活應用篇 

日期： 2022年 9月 8日(四) 

時間：上午 10:00-上午 11: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內容：遺忘的原因、改善記憶的方法 
      及輔冊費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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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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於抽血前 8小時開始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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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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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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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避孕藥具配售 

婦女健康  

      預防肝炎 

日期： 2022年 9月 9日(五) 

時間：下午 2:30-下午 3:3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 

內容：肝炎的成因及徵狀，及 
      預防方法。 

 

 

 

 

 

    長者夫妻相處 

日期： 2022年 10月 14日(五) 

時間：上午 10:00-上午 11: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衛生署西貢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內容：與伴侶相處的技巧，從而 
      改善夫妻的關係。 

畏光眼發炎眼科講座 

日期： 2022年 9月 24日(六) 

時間：上午 9:00--上午 10: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 
      及視覺科學學系專業應用 
      副教授吳兆駿醫生。 

內容：眼睛受不了光綫的刺激?  
      齊齊了解畏光及眼發炎的 
      症狀、成因和治療。 

 

 

 

   防跌不倒翁 
日期： 2022年 11月 2日（三） 

時間：下午 3:00-下午 4: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香港紅十字會-醫護服務部 

內容：介紹跌倒原因、自救貼士 
      及防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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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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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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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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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健康  

 改善睡眠‧告別失眠 

日期： 2022年 11月 23日（三） 

時間：下午 3:00– 4: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新生精神康復會 安泰軒(屯門)  

內容：了解失眠成因、徵狀、對身 

      體的負面影響，認識如何處 

      理失眠及建立健康睡眠質素。 
 
 
 
 
 
 
 

 

 

 

 

 

「女性健康」配對遊戲卡 

日期： 2022年 12月 23日(五) 

時間：中午 12:00至下午 1:0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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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婦女關 
      注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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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防疫及衛生措施  

請所有進入會所之人士注意以下事項： 

1.  必須佩戴口罩，徹底清潔雙手，並自行量度體溫。 

2.  請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如進入會所人士出現以下情況，本會將會暫停為其提供服務： 

1.  正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強制檢疫或強制檢測 

2.  2019 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或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結果的確 

     診或懷疑確診人士 

3.  額溫超過 37 度 

4.  有明顯呼吸道感染病徵 

 

●為了所有實體活動參加者的安全，敬請各位注意身體狀況， 

    鼓勵於活動前確定自己的快測為陰性結果，讓大家參與得開 

    心又放心。 

●某些活動或項目，或需參加者於活動事前確定自己的快測陰 

    性結果，及作自行申報。如有此需要，本會職員會儘快通知 

    參加者。 

●防疫及衛生措施會根據疫情情況更新，請留意本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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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登入 
https://www.famplan.org.hk/  

索取所需服務及相關資訊。 

https://www.fampla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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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年 11月 11日(五) 

時間：上午 10:30至上午 11:30 

地點： Zoom線上會議/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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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員可獲紀念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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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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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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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會員大會 年度婦女健康主題~乳房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