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6月5日6月5日6月5日6月5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上午9:45 - 10:45上午9:45 - 10:45上午9:45 - 10:45上午9:45 - 10:45     ________________ 將會由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將會由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將會由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將會由衛生署(灣仔長者外展健康服務隊伍)

        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於每月例會時段到中心講解健康講座於每月例會時段到中心講解健康講座於每月例會時段到中心講解健康講座於每月例會時段到中心講解健康講座

請於例會當日出席請於例會當日出席請於例會當日出席請於例會當日出席

健體運動時段健體運動時段健體運動時段健體運動時段 5月17日-6月28日5月17日-6月28日5月17日-6月28日5月17日-6月28日 下午4:00-5:00下午4:00-5:00下午4:00-5:00下午4:00-5:00 $100會員 / $130非會員 $100會員 / $130非會員 $100會員 / $130非會員 $100會員 / $130非會員 18人18人18人18人 由體適能導師用椅子或不同動作教授由體適能導師用椅子或不同動作教授由體適能導師用椅子或不同動作教授由體適能導師用椅子或不同動作教授

由體適能導師由體適能導師由體適能導師由體適能導師 適合在家中伸展練習健體運動適合在家中伸展練習健體運動適合在家中伸展練習健體運動適合在家中伸展練習健體運動

周少峰先生教授周少峰先生教授周少峰先生教授周少峰先生教授   (五堂)  (五堂)  (五堂)  (五堂)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報名日期: 5月8日起報名日期: 5月8日起報名日期: 5月8日起報名日期: 5月8日起

24/5,7/6/19停課24/5,7/6/19停課24/5,7/6/19停課24/5,7/6/19停課

VR(VR(VR(VR(虛擬實景)體驗日虛擬實景)體驗日虛擬實景)體驗日虛擬實景)體驗日 5月22日(星期三)5月22日(星期三)5月22日(星期三)5月22日(星期三) 下午2:00 - 3:00下午2:00 - 3:00下午2:00 - 3:00下午2:00 - 3:00 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免費 (只限會員參加) 8人8人8人8人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VRVRVRVR眼鏡作虛擬實景體驗眼鏡作虛擬實景體驗眼鏡作虛擬實景體驗眼鏡作虛擬實景體驗

5月9日-6月6日5月9日-6月6日5月9日-6月6日5月9日-6月6日 下午3:15 - 4:15下午3:15 - 4:15下午3:15 - 4:15下午3:15 - 4:15 $120會員 / $150非會員 $120會員 / $150非會員 $120會員 / $150非會員 $120會員 / $150非會員 12人12人12人12人 禪繞畫是用簡單線條重複繪畫,構成完整圖案禪繞畫是用簡單線條重複繪畫,構成完整圖案禪繞畫是用簡單線條重複繪畫,構成完整圖案禪繞畫是用簡單線條重複繪畫,構成完整圖案

只需一枝針筆便可完成一幅畫作,只需一枝針筆便可完成一幅畫作,只需一枝針筆便可完成一幅畫作,只需一枝針筆便可完成一幅畫作,

  (五堂)  (五堂)  (五堂)  (五堂)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報名日期: 4月18日起報名日期: 4月18日起報名日期: 4月18日起報名日期: 4月18日起 從繪畫中可加強集中力及耐性從繪畫中可加強集中力及耐性從繪畫中可加強集中力及耐性從繪畫中可加強集中力及耐性

適合任何人士參加適合任何人士參加適合任何人士參加適合任何人士參加

手機班手機班手機班手機班 6月12日-7月10日6月12日-7月10日6月12日-7月10日6月12日-7月10日 下午2:00-3:00下午2:00-3:00下午2:00-3:00下午2:00-3:00 $100(會員)/ $130(非會員)$100(會員)/ $130(非會員)$100(會員)/ $130(非會員)$100(會員)/ $130(非會員) 10人10人10人10人 教授使用教授使用教授使用教授使用android android android android 程式手機基本使用需知程式手機基本使用需知程式手機基本使用需知程式手機基本使用需知

(包括有;下載應用程式注意事項,使用智能手機(包括有;下載應用程式注意事項,使用智能手機(包括有;下載應用程式注意事項,使用智能手機(包括有;下載應用程式注意事項,使用智能手機

(五堂)(五堂)(五堂)(五堂)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常遇見問題)常遇見問題)常遇見問題)常遇見問題)

6月10日-6月24日6月10日-6月24日6月10日-6月24日6月10日-6月24日 上午10:30 -12:00上午10:30 -12:00上午10:30 -12:00上午10:30 -12:00 $240(會員) /270(非會員)$240(會員) /270(非會員)$240(會員) /270(非會員)$240(會員) /270(非會員) 20人20人20人20人 教授發聲技巧教授發聲技巧教授發聲技巧教授發聲技巧,歌唱方法技巧等歌唱方法技巧等歌唱方法技巧等歌唱方法技巧等,教授教授教授教授70,80,90

    (三堂)    (三堂)    (三堂)    (三堂)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年代歌曲,適合對歌唱有興趣之人士參加年代歌曲,適合對歌唱有興趣之人士參加年代歌曲,適合對歌唱有興趣之人士參加年代歌曲,適合對歌唱有興趣之人士參加

6月3日停課6月3日停課6月3日停課6月3日停課

(導師:朱勞光先生)報名日期:5月8日起(導師:朱勞光先生)報名日期:5月8日起(導師:朱勞光先生)報名日期:5月8日起(導師:朱勞光先生)報名日期:5月8日起

5月11日-6月29日5月11日-6月29日5月11日-6月29日5月11日-6月29日 上午10:30-12:00上午10:30-12:00上午10:30-12:00上午10:30-12:00 $220(會員) / $250(非會員)$220(會員) / $250(非會員)$220(會員) / $250(非會員)$220(會員) / $250(非會員) 25人25人25人25人 如何了解自己對歌曲之掌握如何了解自己對歌曲之掌握如何了解自己對歌曲之掌握如何了解自己對歌曲之掌握，，，，教授世界教授世界教授世界教授世界

(八堂)(八堂)(八堂)(八堂)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名曲,中國民歌,電影歌曲懷舊金曲名曲,中國民歌,電影歌曲懷舊金曲名曲,中國民歌,電影歌曲懷舊金曲名曲,中國民歌,電影歌曲懷舊金曲。。。。

(聲樂老師劉孝揚教授) 報名日期: 4月13日起(聲樂老師劉孝揚教授) 報名日期: 4月13日起(聲樂老師劉孝揚教授) 報名日期: 4月13日起(聲樂老師劉孝揚教授) 報名日期: 4月13日起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興興興興 趣趣趣趣

禪繞畫入門班禪繞畫入門班禪繞畫入門班禪繞畫入門班

朱氏歌唱研習班朱氏歌唱研習班朱氏歌唱研習班朱氏歌唱研習班

樂在耆中歌唱班樂在耆中歌唱班樂在耆中歌唱班樂在耆中歌唱班

聽覺健康保健知多少聽覺健康保健知多少聽覺健康保健知多少聽覺健康保健知多少



6月24日-8月5日6月24日-8月5日6月24日-8月5日6月24日-8月5日  上午9:15-10:15 上午9:15-10:15 上午9:15-10:15 上午9:15-10:15 國畫              $210 (會員)國畫              $210 (會員)國畫              $210 (會員)國畫              $210 (會員) 22人22人22人22人 <國畫>教授嶺南派的花鳥畫<國畫>教授嶺南派的花鳥畫<國畫>教授嶺南派的花鳥畫<國畫>教授嶺南派的花鳥畫,結合中國畫結合中國畫結合中國畫結合中國畫

   (六堂)   (六堂)   (六堂)   (六堂)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上午10:20-11:20 上午10:20-11:20 上午10:20-11:20 上午10:20-11:20 書法              $240 (非會員)書法              $240 (非會員)書法              $240 (非會員)書法              $240 (非會員)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筆筆筆筆、、、、墨色特點墨色特點墨色特點墨色特點,會用簡單的方法會用簡單的方法會用簡單的方法會用簡單的方法, 把花把花把花把花

1/7/19假期停課1/7/19假期停課1/7/19假期停課1/7/19假期停課  上午11:30-12:30 上午11:30-12:30 上午11:30-12:30 上午11:30-12:30 國畫         (已包括$20付加費)國畫         (已包括$20付加費)國畫         (已包括$20付加費)國畫         (已包括$20付加費) 鳥畫的技巧逐一分析鳥畫的技巧逐一分析鳥畫的技巧逐一分析鳥畫的技巧逐一分析,讓學員容易學習讓學員容易學習讓學員容易學習讓學員容易學習

(10:20書法班時段已滿額,如有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10:20書法班時段已滿額,如有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10:20書法班時段已滿額,如有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10:20書法班時段已滿額,如有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 導師: 莊碧芳老師 報名日期:6月3日導師: 莊碧芳老師 報名日期:6月3日導師: 莊碧芳老師 報名日期:6月3日導師: 莊碧芳老師 報名日期:6月3日

  5月10日-6月21日  5月10日-6月21日  5月10日-6月21日  5月10日-6月21日 下午1:30-2:30  國畫下午1:30-2:30  國畫下午1:30-2:30  國畫下午1:30-2:30  國畫     $180會員 / $210非會員     $180會員 / $210非會員     $180會員 / $210非會員     $180會員 / $210非會員 15人15人15人15人 <書法>課程適合對書法有興趣和基本認識人<書法>課程適合對書法有興趣和基本認識人<書法>課程適合對書法有興趣和基本認識人<書法>課程適合對書法有興趣和基本認識人

    (六堂)    (六堂)    (六堂)    (六堂)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下午2:45-4:15下午2:45-4:15下午2:45-4:15下午2:45-4:15 書法書法書法書法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仕,老師會循序漸進教授令參加者可以對內仕,老師會循序漸進教授令參加者可以對內仕,老師會循序漸進教授令參加者可以對內仕,老師會循序漸進教授令參加者可以對內

容有認識和學習.課程教授行楷,草書書法容有認識和學習.課程教授行楷,草書書法容有認識和學習.課程教授行楷,草書書法容有認識和學習.課程教授行楷,草書書法

導師: 鍾鳳初老師   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導師: 鍾鳳初老師   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導師: 鍾鳳初老師   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導師: 鍾鳳初老師   報名日期:4月12日起

  5月11日-6月1日  5月11日-6月1日  5月11日-6月1日  5月11日-6月1日 上午9:45 - 11:45上午9:45 - 11:45上午9:45 - 11:45上午9:45 - 11:45 <星期六> 綜合畫班<星期六> 綜合畫班<星期六> 綜合畫班<星期六> 綜合畫班 12人12人12人12人 教授水墨畫,油粉彩和塑膠彩的畫法教授水墨畫,油粉彩和塑膠彩的畫法教授水墨畫,油粉彩和塑膠彩的畫法教授水墨畫,油粉彩和塑膠彩的畫法

    (四堂)    (四堂)    (四堂)    (四堂)      $210(會員)/$240(非會員)     $210(會員)/$240(非會員)     $210(會員)/$240(非會員)     $210(會員)/$240(非會員)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報名日期:4月12日起報名日期:4月12日起

 5月10日-5月31日 5月10日-5月31日 5月10日-5月31日 5月10日-5月31日 下午3:30 - 5:30下午3:30 - 5:30下午3:30 - 5:30下午3:30 - 5:30 <星期五>  素描班<星期五>  素描班<星期五>  素描班<星期五>  素描班 適合對素適合對素適合對素適合對素描描描描有基本認識人士參加有基本認識人士參加有基本認識人士參加有基本認識人士參加

  5月23日-6月27日  5月23日-6月27日  5月23日-6月27日  5月23日-6月27日 上午10:00 - 11:30上午10:00 - 11:30上午10:00 - 11:30上午10:00 - 11:30 $150(會員) / $180(非會員)$150(會員) / $180(非會員)$150(會員) / $180(非會員)$150(會員) / $180(非會員) 25人25人25人25人 此班組此班組此班組此班組會教授會教授會教授會教授粵粵粵粵曲曲曲曲小小小小曲,導師會以曲,導師會以曲,導師會以曲,導師會以

    (六堂)    (六堂)    (六堂)    (六堂)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費用已包括班組付加費)(費用已包括班組付加費)(費用已包括班組付加費)(費用已包括班組付加費) 男女男女男女男女聲聲聲聲來來來來教授適合有興趣人仕  教授適合有興趣人仕  教授適合有興趣人仕  教授適合有興趣人仕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曾潔萍曾潔萍曾潔萍曾潔萍,,,,符筱筠符筱筠符筱筠符筱筠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報名日期: 5月9日起報名日期: 5月9日起報名日期: 5月9日起報名日期: 5月9日起

 5月25日-6月29日 5月25日-6月29日 5月25日-6月29日 5月25日-6月29日 (5月18日停課)(5月18日停課)(5月18日停課)(5月18日停課) 20人20人20人20人 活活活活力力力力太極功太極功太極功太極功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系列精系列精系列精系列精簡,易學簡,易學簡,易學簡,易學而而而而

    (六堂)    (六堂)    (六堂)    (六堂)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上午9:15 - 10:15上午9:15 - 10:15上午9:15 - 10:15上午9:15 - 10:15 $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有有有有效效效效的的的的功功功功法,法,法,法,籍籍籍籍以以以以增增增增強強強強氣血氣血氣血氣血運行,讓人體運行,讓人體運行,讓人體運行,讓人體

 5月29日-7月17日 5月29日-7月17日 5月29日-7月17日 5月29日-7月17日 (6月5日,7月3日停課)(6月5日,7月3日停課)(6月5日,7月3日停課)(6月5日,7月3日停課) 上上上上下及下及下及下及前後得前後得前後得前後得到到到到舒舒舒舒展, 展, 展, 展, 增增增增強體強體強體強體質質質質,,,,

    (六堂)    (六堂)    (六堂)    (六堂)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上午10:00 - 11:00上午10:00 - 11:00上午10:00 - 11:00上午10:00 - 11:00 $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140(會員) / $170(非會員)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運動運動運動運動質量質量質量質量

上午11:05 - 12:05上午11:05 - 12:05上午11:05 - 12:05上午11:05 - 12:05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譚漢鈞譚漢鈞譚漢鈞譚漢鈞老師)  報名日期:4月2老師)  報名日期:4月2老師)  報名日期:4月2老師)  報名日期:4月27777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上午9:15-10:15上午9:15-10:15上午9:15-10:15上午9:15-10:15 書法篆書          $140(會員)書法篆書          $140(會員)書法篆書          $140(會員)書法篆書          $140(會員) 13人13人13人13人 國畫國畫國畫國畫----適合初學適合初學適合初學適合初學入門入門入門入門,教授花鳥畫的構圖,,教授花鳥畫的構圖,,教授花鳥畫的構圖,,教授花鳥畫的構圖,

    (四堂)    (四堂)    (四堂)    (四堂)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上午10:20-11:20上午10:20-11:20上午10:20-11:20上午10:20-11:20 國畫              $170(非會員)國畫              $170(非會員)國畫              $170(非會員)國畫              $170(非會員)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每班可收 設設設設色和色和色和色和描描描描法法法法

上午11:30-12:30上午11:30-12:30上午11:30-12:30上午11:30-12:30 書法篆書書法篆書書法篆書書法篆書 篆篆篆篆書書書書----適合初學者,適合初學者,適合初學者,適合初學者,透過篆透過篆透過篆透過篆書的書書的書書的書書的書寫寫寫寫,掌握,掌握,掌握,掌握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5月30日-6月20日 書法中的中書法中的中書法中的中書法中的中鋒鋒鋒鋒行筆法,行筆法,行筆法,行筆法,並並並並在在在在字形字形字形字形結構結構結構結構上上上上,,,,

    (四堂)    (四堂)    (四堂)    (四堂)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1:30時段已滿額,如有(11:30時段已滿額,如有(11:30時段已滿額,如有(11:30時段已滿額,如有 報名日期:5月16日起報名日期:5月16日起報名日期:5月16日起報名日期:5月16日起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文字形文字形文字形文字形體體體體均衝要訣均衝要訣均衝要訣均衝要訣    

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興趣參與,需留名後補) 導師: 莊碧芳老師  導師: 莊碧芳老師  導師: 莊碧芳老師  導師: 莊碧芳老師  

 <特別通告> 中心現有 <特別通告> 中心現有 <特別通告> 中心現有 <特別通告> 中心現有 米糠油出售米糠油出售米糠油出售米糠油出售(可用作煎,炸烹調食物)(可用作煎,炸烹調食物)(可用作煎,炸烹調食物)(可用作煎,炸烹調食物) 收費$45 (1公升)如有興趣購買,可向職員查詢   收費$45 (1公升)如有興趣購買,可向職員查詢   收費$45 (1公升)如有興趣購買,可向職員查詢   收費$45 (1公升)如有興趣購買,可向職員查詢   

莊氏國畫莊氏國畫莊氏國畫莊氏國畫////書法書法書法書法

班班班班

莊氏篆書莊氏篆書莊氏篆書莊氏篆書////國畫初班國畫初班國畫初班國畫初班

文化藝術班組文化藝術班組文化藝術班組文化藝術班組

粵曲小曲班粵曲小曲班粵曲小曲班粵曲小曲班

活力功太極八式活力功太極八式活力功太極八式活力功太極八式

班班班班

鍾氏國畫鍾氏國畫鍾氏國畫鍾氏國畫////書法班書法班書法班書法班

羅氏素描班羅氏素描班羅氏素描班羅氏素描班

綜合畫班綜合畫班綜合畫班綜合畫班

莊氏篆書莊氏篆書莊氏篆書莊氏篆書////國畫初班國畫初班國畫初班國畫初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