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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概覽

50－69歲
第三齡人士

LEARN
&
EARN

以愛服務�·�締造希望



中心理念
促進終身學習和社會聯繫帶來在健康、

心靈和情感上的益處和享受；

為第三齡人士提供各種機會和活動，善

用他們本身的知識、創意、經驗與熱

情，建立一個參與及分享平台，裨能發

揮潛能；

回應社會服務特別是安老服務院舍、長

者日間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及長者中

心人手不足，透過推動培訓第三齡人士

從而增強社會服務的人力資源，以填補

服務不足，回饋社會；

發展個人的豐盛人生體驗計劃，提供系

統化的學習培訓以便適應退休、重建新

角色，擁抱熟齡，增強自信。

1.

2.

3.

4.

「優質生活、學習、分享和貢獻」

是享受退休及熟齡人生的方向，透

過為社區第三齡人士，在人生最成

熟的階段，不單提供學習成長的機

會和社交互動的平台，更創建一套

能協助他們重新發掘個人的濳能、

熱情與夢想的轉化過程，讓他們認

識自己的優勢、選取自己的學習喜

好，加入義工服務或重投職場，貢

獻社會，使能邁向更圓滿更積極的

熟齡人生。

目標

服務內容
偶到服務–於舒適的環境，享受個人空間或群體的快樂時光及使用健身設
施等。

職學服務課程–舉辦多元化的課程，包括個人照顧及護理、復康運動、長
者常見疾病、軟性技巧，包括溝通技巧及長者身心變化等、文書處理技
巧、活動支援技巧、興趣課程等。

義工發展服務–推動參與多元化的義工服務，以關愛社區，回饋社會。

有償服務配對–配對社會服務單位，提供不同的有償服務，滿足服務需要
或培訓成為導師，教授興趣學習課程。

申請方法於辦公時間親臨本中心登記及繳費
網上申請及以信用卡繳費



中心位置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9:00-下午5:00
星期日 及 公眾假期休息
八號或以上風球中心暫停開放

地址︰大圍文禮路23-25號2樓

電話︰2601 0910

傳真︰2609 2276

網址︰https://sws.caritas.org.hk/thirdagehu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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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課程有興趣，掃⼀掃旁邊的QR Code或登⼊中⼼網⾴
https://sws.caritas.org.hk/thirdagehub/index.html
報名！亦歡迎親臨本中⼼了解更多！

中⼼地址︰⼤圍⽂禮路23-25號2樓

識。眠–催眠講座
(IC21011)

⽇期︰14/9 (星期⼆)

時間︰上午9:30-上午11:00

地點︰本中⼼

名額︰20名

費⽤︰$20

⽬的︰睡眠能幫助恢復體⼒，並能舒緩壓

            ⼒，從⽽保持⾝體健康，但有沒有試

            過躺在床上卻徹夜難眠？認識催眠，

            幫助改善睡眠質素。

「肌」不離⾝–肌⼒訓練講座
(IC21012)

⽇期︰21/9 (星期⼆)

時間︰下午2:00-下午3:00

地點︰本中⼼

名額︰20名

費⽤︰$20

⽬的︰肌少症是隨著年齡增⻑，導致肌⾁流

            失、活動能⼒或靈活性變差 ，⽽且肌

            ⾁流失了就很難補回來。到底要怎樣

            預防？

不．倒．翁–平衡⼒訓練講座
(IC21013)

⽇期︰23/9 (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下午4:00

地點︰本中⼼

名額︰20名

費⽤︰$20

⽬的︰有沒有想過跌倒的後果可以有多嚴

            重？預防勝於治療，改善平衡⼒，減

            低跌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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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傳奇–抗衰⽼講座
(IC21021)

⽇期︰6/9 (星期⼀)

時間︰上午11:15-上午12:45

地點︰本中⼼

名額︰20名

費⽤︰$20

⽬的︰「⽣、⽼、病、死」是⼈⽣必經的過程，

            但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健康⻑壽的

            晚年已經不再是夢想，是可以由⾃⼰

            主宰。

如對課程有興趣，掃⼀掃旁邊的QR Code或登⼊中⼼網⾴
https://sws.caritas.org.hk/thirdagehub/index.html
報名！亦歡迎親臨本中⼼了解更多！

中⼼地址︰⼤圍⽂禮路23-25號2樓

Kickboxing班
(IC21014、IC21015、IC21016)

⽇期︰6/9、13/9、20/9、27/9
         4/10、11/10、18/10、 25/10
         1/11、8/11、15/11、22/11
         (星期⼀)

時間︰上午10:00-上午11: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Kickboxing源⾃泰拳，是為⼀種⾼強

            度的體能活動，能有效提升⾝體協調

            能⼒，加快新陳代謝，強健體魄。

泰拳班
(IC21017、IC21018、IC21019)

⽇期︰4/9、11/9、18/9、25/9
         2/10、9/10、16/10、23/10
         6/11、13/11、20/11、27/11
         (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上午10:3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泰拳除了減肥、⼒量鍛練時，也很著

            重⾝體的柔軟度，當中能訓練⾝體的

            平衡和協調，舒展⾝體軀幹，對⾝⼼

            健康有很⼤裨益。

⼭藝初階班
(IC21020)

⽇期︰11/9、18/9、25/9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上午11:30
地點︰本中⼼

名額︰12名
費⽤︰$280
備註︰第三堂為戶外實習課，參加者需⾃
           備午餐及交通費
⽬的︰不少⼈喜歡假⽇親親⼤⾃然，⾏⼭舒
           展筋⻣兼可欣賞⼤⾃然⽣態。⼭藝不
           只是⾏⼭、遠⾜，⼭藝還包括⼀些登
           ⼭技巧、⾏⼭裝備，如指南針及地圖
           運⽤等。透過學習和實戰，⾏⼭新⼿
           亦可建⽴登⼭遠⾜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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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課程有興趣，掃⼀掃旁邊的QR Code或登⼊中⼼網⾴
https://sws.caritas.org.hk/thirdagehub/index.html
報名！亦歡迎親臨本中⼼了解更多！

中⼼地址︰⼤圍⽂禮路23-25號2樓

⾄Fit管家
(IC21022)

⽇期︰13/9、20/9、27/9 (星期⼀)

時間︰上午11:15-上午12:45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180

⽬的︰透過學習醫療⼯具的使⽤，掌握管理

            個⼈健康的重要！實踐⾃⼰健康，⾃

            ⼰管理！

肌⼒訓練班
(IC21023、IC21024)

⽇期︰4/10、11/10、18/10、25/10

         1/11、8/11、15/11、22/11

         (星期⼀)

時間︰下午2:00-下午3: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做肌⼒訓練，並不是要讓⾃⼰擁有渾

            ⾝肌⾁。男性、⼥性、年輕⼈及⽼年⼈

            都可以藉著持續進⾏阻⼒訓練來強健

            肌⾁和⻣骼，為健康帶來⾮常多好處。

平衡⼒訓練班
(IC21025、IC21026)

⽇期︰5/10、12/10、19/10、26/10
         2/11、9/11、16/11、23/11
         (星期⼆)
時間︰下午2:00-下午3: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中年⼈⼠⾯對⾝體健康變化，例如肌
            ⼒下降、平衡⼒不⾜等。⽽社會⽣活
            繁忙，⼤部分都市⼈無法騰出時間
            運，引致各種慢性疾病有年輕化的趨                     
            勢。本課堂透過訓練，改善參加者的 
            平衡感，活動更靈活⾃如。

故事配⾳訓練班
(IC21027)

⽇期︰3/9、10/9、17/9、24/9

         (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上午11: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教導如何運⽤聲線及動作，增加說故
           事的吸引⼒，講故事不⽌⼀把聲⾳，
           需要千變萬化才可講好⼀個故事，以
           提升讀者的興趣，令故事變成⼀個雙
           ⽅互動的⽅式，帶來⾮凡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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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課程有興趣，掃⼀掃旁邊的QR Code或登⼊中⼼網⾴
https://sws.caritas.org.hk/thirdagehub/index.html
報名！亦歡迎親臨本中⼼了解更多！

中⼼地址︰⼤圍⽂禮路23-25號2樓

和諧粉彩班
(IC21028)

⽇期︰5/11、12/11、19/11、26/11

        (星期五)

時間︰上午9:30-上午11: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透過藝術作為⾃我探索、平靜⼼靈、
            啟發創作⼒、增添幸福、喜悅及正能
            量！和諧粉彩是利⽤溫暖的粉彩⾊ 
            調，以⼿指黏上乾粉彩，配合其他⼯
            具，在畫紙上隨⼼創作。

運動器械操作班
(IC21029、IC21030、IC21031)

⽇期︰1/9、8/9、15/9、29/9
         6/10、13/10、20/10、27/10
         3/11、10/11、17/11、24/11
         (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下午4: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專為中年⼈⼠設計的綜合運動班，由
            專業健體導師以⼩班教授，善⽤中⼼
            的健⾝設施及器材，滿⾜學員不同的
            健康需要，並學習如何正確安全使⽤
            健⾝器材的⽅法，以有效及合適地進
            ⾏健體運動。

Funky DANCE
(IC21032、IC21033、IC21034)

⽇期︰3/9、10/9、17/9、24/9
         8/10、15/10、22/10、29/10
         5/11、12/11、19/11、26/11
         (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下午3:00
地點︰本中⼼

名額︰10名
費⽤︰$240
⽬的︰Funky Dance融合了時下所有流⾏⾳樂
            的元素，藉由全⾝運動來迅速燃燒脂
            肪，加強⼼肺功能。有別於⼀般運動，
            它最特別的地⽅在於動作輕鬆，有趣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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