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九龍大角咀通州街 28號頌賢花園地下 2號及 9號 

電 話﹕2392 2133             傳 真﹕2390 0282                                    
 

 

 

中心開放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9:00-10:00 特別開放時段  

上午 10:00 

至 

下午 1:00 

       

午膳時間:13:00-14:00 (暫停開放) 
下午 2:00 

至 

下午 6:00 

       

下午 6:00 

至 

晚上 10:00 

       

逢公眾假期休息 

例會日期 
日期: 2022 年 10月 3日(一) 

上午 10:30 (實體進行) 

上午 11:30 (youtube 網上直播) 

 

2022 年 11月 7日(一) 

上午 10:30 (實體進行) 

上午 12:15 (youtube 網上直播) 

戶外活動﹕ 如活動前 2 小時發出黃、紅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懸掛一號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改期或取消。 

 

室內活動﹕如活動前 2 小時發出紅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活動將會改期或取消。 

 

 

「耆樂頻道」 
二維碼: 



優先報名時段 (長者可親身/致電/Whatsapp 報名):  

活動 ○1  - ○7 : 

10 月 3 日下午 2:00 至 10 月 4 日下午 6:00 接受優先報名 

活動 ○8  - ○14 : 

11 月 7 日下午 2:00 至 11 月 8 日下午 6:00 接受優先報名 

抽籤結果會分別於 10 月 5 日及 11 月 9 日下午 4:00 於中心張貼及群組發放 

 

活動介紹 (活動如報名人數超過限額將會進行抽籤)  

＊＊10-11 月之實體活動會根據疫情實際情況會有所變動 

○1 義賣活動-製作八達通套 
日期：2022年 10月 11日(二) 
時間：A組 上午 10:30 – 12:00 /  B組 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我們會一同製作仿皮八達通套，成品會用作義賣用途。 
收費：全免     名額：每組 12人 

○2 長者健康講座-認識抑鬱症 
日期：2022年 10月 14日(五) 
時間：上午 10:30 – 11:3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由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護士教授大家健康知識。 
收費：全免 
名額：20人 

○3 長者健康講座-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 

日期：2022年 11月 7日(一) 
時間：上午 11:00 – 12:0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由衛生署長者健康外展隊 

護士教授大家健康知識。 
收費：全免    名額：20人 

○4 「健康知多 D」健康探索團 
日期：2022年 10月 18日(二) 
時間：上午 9:30 – 下午 1:30 
地點：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本中心集合) 
內容：資源中心職員會為大家量度身體健康指數，教授坐式太極拳運動

及介紹相關的長者友善生活輔助工具。 
收費：全免    名額：28人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樂義起動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樂動耆趣遊系列) 



○5 修圖教室 
日期：2022年 10月 22日(六)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我們會學習利用“美圖秀秀”程式，學習一般修圖技巧，如 

光暗、濾鏡，合併相片及插圖等。 
收費：全免    名額：10人   備註：參加者須熟悉智能電話操作 

○6 蝶古巴特木盒工作坊 
日期：2022年 10月 27日(四) 
時間：A組 上午 10:30 – 12:00 /  B組 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我們會利用不同花紋的餐巾紙裝飾木盒，製作獨一無二， 

又實用的藝術品。 
收費：全免    名額：每組 8人  

○7 歡樂滿東華義賣 
日期：2022年 11月 3日(四) 
時間：A組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  B組 下午 12:30 – 2:00 
地點：旺角區(暫定) 
內容：一年一度的歡樂滿東華義賣活動又到了!我們會在街站義賣，為

東華三院籌款。 
收費：全免    名額：每組 6人  
○8 新興運動布袋球 
日期：2022年 11月 10日(四) 
時間：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布袋球玩法簡單，當中的拋擲動作能訓練參加者的手眼協調 

能力及平衡力。 
收費：全免     名額：16人 

○9 活學手機班(11月) 
日期：2022年 11月 12、19、26日(逢六)  
時間：上午 10:30 – 12:0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聯同小朋友義工，學習手機基本功能及學習不同手機程式如

Whatsapp、九巴程式及 google地圖。 
收費：全免    名額：10人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長幼樂學電子班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藝手工坊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動舒心靈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長幼樂學電子班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樂義起動系列) 



二零二二年十月份小組、興趣班、活動總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六 

國慶日 

(公眾假期) 

2. 初

七 

3.            初八 

長者例會(實體) 10:30 

長者例會(線上) 11:30 

4.             初九 

重陽節 

(公眾假期) 

5.             初十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6.              十一 

 

7.             十二 

耆樂畫班        2:00 

8.          寒露 

 

9. 十

四 

10.            十五 

 

11.              十六 

製作八達通套(A) 10:30 

製作八達通套(B) 2:30 

12.             十七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13.              十八 

 

14.             十九 

長者健康講座- 

認識抑鬱症     10:30 

耆樂畫班        2:00 

15.           二十 

 

16. 廿

一 

 

17.            廿二 

 

18.              廿三 

「健康知多 D」 

健康探索團      9:30 

19.             廿四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20.              廿五 

 

 

21.             廿六 

耆樂畫班        2:00 

22.           廿七 

修圖教室    11:00 

23. 霜

降 

24.            廿九 

 

25.              初一 

 

26.             初二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27. 初三 

蝶古巴特木盒工作坊 

(A) 10:30 

(B)  2:30 

28.             初四 29.          初五 

30. 初

六 

31.            初七 

長者理髮      2:00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小組、興趣班、活動總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初八 2.             初九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3.             初十 

歡樂滿東華義賣 11:00 

4.             十一 

耆樂畫班        2:00 

5.           十二 

 

6. 十

三 

 

7.              立冬 

長者例會(實體)   10:30 

長者健康講座-   11:00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 

長者例會(線上)   12:15 

8.             十五 

 

9.             十六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10.             十七 

新興運動布袋球 11:00 

11.             十八 

耆樂畫班        2:00 

12.           十九 

活學手機班   10:30 

13. 二

十 

14.           廿一 

 

15.             廿二 

長幼義工服務- 

製作星空瓶      2:30 

16.             廿三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17.             廿四 

樂齡科技體驗館參觀 

              10:00 

18.             廿五 

耆樂畫班        2:00 

19.            廿六 

活學手機班   10:30 

長幼義工服務- 

製作星空瓶    2:30 

20. 廿

七 

21.           廿八 

 

22.             小雪 

輕鬆橡筋帶運動 10:00 

(ZOOM) 

23.             三十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24.             初一 

結繩彩虹吊飾(A)10:30 

結繩彩虹吊飾(B) 3:00 

 

25.             初二 

耆樂畫班        2:00 

26.            初三 

活學手機班   10:30 

27. 初

四 

28.           初五 

 

29.             初六 

減壓盆景活動  11:00 

30.             初七 

普通話班       10:00 

氣功班         11:00 

書法班          2:00 

   



○10長幼義工服務-製作星空瓶 
學習日：2022年 11月 15日(二) 下午 2:30 – 4:00 
服務日：2022年 11月 19日(六) 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我們會於學習日學習製作星空瓶，並於服務日教授小學生， 

齊齊做義工，促進長幼交流。 
收費：全免    名額：6人 

○11樂齡科技體驗館參觀 
日期：2022年 11月 17日(四) 
時間：上午 10:00 – 下午 1:30 
地點：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體驗館(本中心集合) 
內容：香港的樂齡科技主要透過結合安老服務及嶄新科技，支援長

者日常生活需要，是次參觀會認識與醫、食、住、行相關的
樂齡科技產品。 

收費：全免    名額：23人 
○12輕鬆橡筋帶運動 
日期：2022年 11月 22日(二)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地點：Zoom (線上活動) 
內容：橡筋帶運動可以提升肌肉耐力及力量，加強心肺功能，參加

的長者可以獲得橡筋帶一條。 
收費：全免     名額：16人 

○13結繩彩虹吊飾 
日期：2022年 11月 24日(四) 
時間：A組 上午 10:30 – 12:00 /  B組 下午 3:00 – 4:3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我們會利用幼繩及粗繩製作漂亮彩虹吊飾。 
收費：全免    名額：每組 8人 

○14減壓盆景活動 
日期：2022年 11月 29日(二) 
時間：A組 上午 11:00 – 下午 12:30 
地點：本中心 (實體活動) 
內容：園藝活動可以令人放鬆身心，又可以為家中增添一點生氣。 
收費：全免    名額：16人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樂動耆趣遊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動舒心靈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藝手工坊系列)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動舒心靈系列) 

活動由 

老有所為資助 

(義行愛社區系列) 



*如需了解活動詳情或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與鄧姑娘聯絡。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二零二二年十月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班組活動時間表 

      ★ (所有以下活動班組,必需年滿六十歲或以上會員,才可參加)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開課日期 
堂

數 

名

額 
導師 收費 報名方法 備註 

普通話班 
教授普通話 

語句運用 

 (逢星期三) 
上午 10:00-11:00 

4 14 胡東霞 
每月 

$10 

請先向 

鄧姑娘登記 
 

氣功班 
氣功體驗 

入門篇 

(逢星期三) 

上午 11:00-12:15 
4 12 譚姑娘 免費 

請先向 

鄧姑娘登記 

- 參加者需要出席所有堂數 

- 活動涉及大量體力消耗，

參加者請衡量個人身體狀況 

- 參加者請穿輕便服裝 

耆藝書法班 
教授書法 

筆法技巧 

 (逢星期三) 
下午 2:00-3:30 
(7/9 – 2/11/2022) 

9 16 周伍根 $10 
請先向 

鄧姑娘登記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耆藝畫廊 
學習靜物 

繪畫練習 

(逢星期五) 
下午 2:00至 3:30 
(9/9 – 4/11/2022) 

9 16 張施烈 $40 
請先向 

鄧姑娘登記 
活動由老有所為資助 



<< 老友記天地 >> 
注意 

 

1. 1/10及 4/10為公眾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2. 新增設中心長者 whatsapp電話:9213 2894 

(如想以 whatsapp收取中心活動資訊，請自行發放 whatsapp訊息至

9213 2894。如有要事，請致電中心電話 2392 2133) 

3. 如有長者沒有智能電話，而又欲收到中心最新資訊及活動，請致電中心

與鄧姑娘聯絡。 

 

 

 

 

 

 

 

 

 

 
 

 

 

 

               

        督印人：何顯邦                         編   輯： 鄧鈺霖 

        印刷份數：50份                        印刷日期：2022 年 9月 20日           

 

地 址﹕九龍大角咀通州街 28號頌賢花園地下 2號及 9號 

電 話﹕2392 2133             傳 真﹕2390 0282 

印刷品 

中心長者
whatsapp 
電話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