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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婦女會部份經費獲香港公益金資助◎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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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小錢包 

日期： 2023年 2月 21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你縫製一個既美觀又實用 
      的小錢包。 

環保小品工作室 

日期： 2023年 2月 28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如何利用舊物品，製作出 

      別緻實用的家居小擺設。婦女 

      會提供材料和工具。 

DIY 啤啤小熊 

日期： 2023年 3月 7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待定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大家親手做可愛的小熊 
      公仔，可當作禮物送給朋友。 

齊做百家被 

日期： 2023年 3月 21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教授製作一張既環保、又美麗及實 
      用的百家被子。 

“家”添方便 

日期： 2023年 5月 9日(二)及 
      2023年 5月 16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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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堂分享 5個家居生活     
      智慧，為家居環境帶來 
      一點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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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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項目享有八折優惠：

(1)婦女健康檢查(只限部份女性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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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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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mplan.org.hk(e-服務


其他   

聽歌講生活 

日期： 2023年 4月 27日(四) 
時間：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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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聽歌，一面細味樂曲的歌 
      詞，引起話題一起談天說地訴 
      說生活世情。 

  

花語知多 d 

日期： 2023年 6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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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花語的知識，作為表達情 
      感的另類方法。分享每位參加 
      者喜歡的花兒，與及花期在生 
      日月份的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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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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森林浴 

日期： 2023年 1月 20日(五) 

時間：上午 9:30至上午 10:30 

地點：待定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本會職員及義工 
內容：走進大自然環境，在大樹的 
      擁抱下進行步行運動。 
       
 
 
 
 
 

太極劍初體驗 

日期： 2023年 2月 10(五)及 
       2023年 3月 3日(五)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免費(只限會員) 
主持：太極導師 

內容：一起體驗太極劍運動的樂趣。 

運動月 

日期： 2023年 3月份及 6月份 
      (逢星期五) 

時間：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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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同步一起做 10 分鐘 
         步行運動。 

 ◎每次課堂分享一個運動項目 
   ，例如十巧手、五行操、 
   手指操等。 

       ◎參加者可獲一份紀念品。 

醒腦數獨教室 

日期： 2023年 4月 25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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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數獨遊戲是什麼，並 
      且教授怎麼玩可以幫助腦 
      力訓練的數獨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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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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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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rrqCIrJDiAhXuGaYKHVHiCQ4QjRx6BAgBEAU&url=https%3A%2F%2Fitem.jd.com%2F1806631008.html&psig=AOvVaw1tVBLkScosNu6aWiNiFYO9&ust=1557556436426494


避孕藥具配售 

婦女健康  

齊繪和諧粉彩畫 

日期： 2023年 2月 21及 28日 

      (共 2堂；逢二) 

時間：下午 2:30至下午 4:30 

地點：元朗婦女會 

收費：$60會員  $90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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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筋大作戰 

日期： 2023年 5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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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大家參加一場 
      挑戰賽，挑戰個人的腦筋 
      急轉彎能力。安排一個數 
      獨題目，在 20分鐘內能夠 
      完成答案，就挑戰成功便 
      可獲得獎品一份。頭 3名 
      最短時間完成者更可獲得  
      大獎。 

 
 

每日步行運動新體驗 

日期： 2023年 2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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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是最簡單、最安全、 
         而有效促進健康的運動。 
         分享正確的步行方 法和 
        步行運動的益處，並即 
        場實踐做步行運動，鼓勵 
        大家養成每日步行運動生 
         活習慣。 

 

 

減壓禪繞畫 

日期： 2023年 6月 6日(二) 

時間：上午 11:30至下午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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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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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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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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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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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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串珠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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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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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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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