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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萬象更新，送別虎年，就讓我們帶著新的期春回大地，萬象更新，送別虎年，就讓我們帶著新的期春回大地，萬象更新，送別虎年，就讓我們帶著新的期
盼迎接兔年的來臨。過去一年，雖然經歷了疫情的高低盼迎接兔年的來臨。過去一年，雖然經歷了疫情的高低盼迎接兔年的來臨。過去一年，雖然經歷了疫情的高低
變化，但感恩大家都能以平靜樂觀的態度，在疫境中繼變化，但感恩大家都能以平靜樂觀的態度，在疫境中繼變化，但感恩大家都能以平靜樂觀的態度，在疫境中繼
續心存盼望，與中心一起同行，共渡這不平凡的一年。續心存盼望，與中心一起同行，共渡這不平凡的一年。續心存盼望，與中心一起同行，共渡這不平凡的一年。
   
在此特別感謝各位會員、義工、家人的信任與支持，於在此特別感謝各位會員、義工、家人的信任與支持，於在此特別感謝各位會員、義工、家人的信任與支持，於
疫情下積極參與和配合中心各項服務與安排，讓我們有疫情下積極參與和配合中心各項服務與安排，讓我們有疫情下積極參與和配合中心各項服務與安排，讓我們有
力量勇敢前行。更加感謝幹事會及各個服務組別代表們力量勇敢前行。更加感謝幹事會及各個服務組別代表們力量勇敢前行。更加感謝幹事會及各個服務組別代表們
不斷提出寶貴意見，共同為中心服務出謀獻策，令我們不斷提出寶貴意見，共同為中心服務出謀獻策，令我們不斷提出寶貴意見，共同為中心服務出謀獻策，令我們
在疫情下仍能不斷發展與跨越。在疫情下仍能不斷發展與跨越。在疫情下仍能不斷發展與跨越。
   
回顧過去一年，中心持續推行了多項創新服務，當中包回顧過去一年，中心持續推行了多項創新服務，當中包回顧過去一年，中心持續推行了多項創新服務，當中包
括多元化的線上直播系列，除了由職員主導的專題系列括多元化的線上直播系列，除了由職員主導的專題系列括多元化的線上直播系列，除了由職員主導的專題系列
外，更正式推出由長者KOL擔任主播的「耆義KOL」系外，更正式推出由長者KOL擔任主播的「耆義KOL」系外，更正式推出由長者KOL擔任主播的「耆義KOL」系
列，令服務不再受限於疫情變化，無間斷地與會員連列，令服務不再受限於疫情變化，無間斷地與會員連列，令服務不再受限於疫情變化，無間斷地與會員連
線。還有全年推行的精神健康系列 - 快樂解密，透過連線。還有全年推行的精神健康系列 - 快樂解密，透過連線。還有全年推行的精神健康系列 - 快樂解密，透過連
串精神健康講座、工作坊及治療小組，持續在這一年為串精神健康講座、工作坊及治療小組，持續在這一年為串精神健康講座、工作坊及治療小組，持續在這一年為
老友記紓壓、打氣。老友記紓壓、打氣。老友記紓壓、打氣。
   
此外，我們去年舉辦的｢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 沙中傳耆此外，我們去年舉辦的｢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 沙中傳耆此外，我們去年舉辦的｢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 沙中傳耆
更獲得了｢沙田區最佳一年活動計劃｣獎項，感謝每位義更獲得了｢沙田區最佳一年活動計劃｣獎項，感謝每位義更獲得了｢沙田區最佳一年活動計劃｣獎項，感謝每位義
工的積極參與。今年我們再接再厲，再獲社會福利署資工的積極參與。今年我們再接再厲，再獲社會福利署資工的積極參與。今年我們再接再厲，再獲社會福利署資
助推出了全新的計劃系列 - ｢跨越變幻，耆義人生｣，雖助推出了全新的計劃系列 - ｢跨越變幻，耆義人生｣，雖助推出了全新的計劃系列 - ｢跨越變幻，耆義人生｣，雖
然大年初六已舉行了計劃的閉幕暨嘉許禮，但長者在計然大年初六已舉行了計劃的閉幕暨嘉許禮，但長者在計然大年初六已舉行了計劃的閉幕暨嘉許禮，但長者在計
劃中各展潛能，合力製作的微電影 -「退」，以及繪本劃中各展潛能，合力製作的微電影 -「退」，以及繪本劃中各展潛能，合力製作的微電影 -「退」，以及繪本
+伴讀作品《影子》相信已深深留在大家心中，且意義+伴讀作品《影子》相信已深深留在大家心中，且意義+伴讀作品《影子》相信已深深留在大家心中，且意義
深遠。再次向各位參與的長者致意，你們的努力不但肯深遠。再次向各位參與的長者致意，你們的努力不但肯深遠。再次向各位參與的長者致意，你們的努力不但肯
定了自己，更為年青一代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定了自己，更為年青一代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定了自己，更為年青一代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展望未來，挑戰與機會並存，但相信憑著我們過往的信展望未來，挑戰與機會並存，但相信憑著我們過往的信展望未來，挑戰與機會並存，但相信憑著我們過往的信
心與毅力，必定能再次戰勝各項困難與挑戰，期望大家心與毅力，必定能再次戰勝各項困難與挑戰，期望大家心與毅力，必定能再次戰勝各項困難與挑戰，期望大家
繼續與中心攜手前行，一起開拓各項服務新機遇，繼續繼續與中心攜手前行，一起開拓各項服務新機遇，繼續繼續與中心攜手前行，一起開拓各項服務新機遇，繼續
扎根社區，展開多元化服務。扎根社區，展開多元化服務。扎根社區，展開多元化服務。
   
祝願大家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平安喜樂！祝願大家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平安喜樂！祝願大家新春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平安喜樂！



活動 ⾦額

明愛⻑者暖萬⼼ $108,011.4

明愛賣物會 $13,770.5

明愛慈善抽獎券 $20,000

明愛賣旗預埋你！明愛賣旗預埋你！明愛賣旗預埋你！
我們將於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舉行
全港賣旗活動，大家除慷慨解囊支持

外，亦可身體力行一齊參與賣旗籌款。

有興趣的會員請致電中心報名，賣旗時

間大約於上午8至12時，義工參與時段
不限，謝謝！

明愛籌款活動2022
感謝大家慷慨支持明愛各項籌款活動，你們的每
一分捐輸都可為服務及為有需要的社群帶來希
望，無言感激！所籌得金額如下：



留住精彩的⼀刻
2022年12⾄2023年1⽉
耆樂共童迎新春活動

E健樂
耆樂無窮嘉年華

聖誕老友護老「青」心

我們這一家
沙田共融嘉年華

軟餐特工隊

善園暖敷技術員協助基礎培訓 迎新會



MAIN  CHARACTERS

2月週會各週主題

2023年2月03日
2023年2月10日
2023年2月17日
2023年2月24日

低脂肪飲食及烹調方法
會員大會

2月壽星慶祝
醒腦遊戲齊齊玩

衞生署護士
中心主任 麥姑娘

高級活動幹事 鄺先生
高級活動幹事 鄺先生

日期：2023年2月13日、3月13日(一)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社交發展平台，促進意見交流，
      計劃及策動各項男士服務

男士代表會

日期﹕2023年2月22日(三)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獨居長者聚一聚，透過遊戲輕鬆
      一小時，歡渡一個愉快下午
名額：15名
報名：2月16日起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備註：只供中心獨居會員參加

友愛自助

日期：2023年2月27日(一)
時間：上午11:40-中午12:55
地點：祟真中學
內容：與中學生共同製作手工，促進跨
      代之間的互動，讓長者發揮所長。
名額：12名
報名：2月22日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2月24日中午12點截止登記，
      下午會公佈結果。

跨代同樂

日期：2023年2月23日、3月30日(四)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與天主教友唱詩歌、分享感恩事件
      、慶祝佳節、仰望施恩的主。

日期：2023年2月3日(五)、2月23日(四)、
      3月23日(四)
時間：上午10:45-11:45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時事討論平台，鼓勵中心會員就
      不同熱門話題分享及發表意見。

關社論壇

感恩聚會

日期：2023年2月7日(二)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認識如何正向心理學，建立豐盛的
      男士生活

2月兄弟幫

活動精選
月222



3月週會各週主題

2023年3月03日
2023年3月10日
2023年3月17日
2023年3月24日
2023年3月31日

財政預算案知多D
肥胖的疑惑講座
3月壽星慶祝
學員大會

明愛長者聯會線上論壇

社工 鄭姑娘
衞生署護士

高級活動幹事 鄺先生
高級活動幹事 鄺先生

明愛長者聯會

日期：2023年3月（日子待定）
時間：全日活動
地點：中心集合
內容：男士郊遊，飽覽香港郊外打卡
      景點，品嚐美食，享受旅行樂趣

3月健康男

日期：2023年3月4日（六）
時間：下午2:20-5:00（40分鐘一節）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為受痛症困擾的長者提供暖敷，
      並關懷長者近況。
名額：20名（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2月22日起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備註：暖敷草球富有溫經驅風之效。
      報名前要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

暖敷體驗日

日期：2023年3月24日（五）
時間：上午9:30-1:00、下午2:00-5:00
地點：多用途室
內容：為長者提供10分鐘聽力篩查測試
      ，初步了解聽力狀況。
名額：40名（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3月10日起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備註：此活動由本中心與聖雅各福群會
      伍集成聽力及視力中心共同舉辦。

長者免費聽力篩查服務

日期：2023年3月2日（四）
時間：下午2:00-3:00、3:00-4:00、
      4:00-5:00（一小時為一節）
地點：中心活動室
內容：介紹長者使用中心的創新樂齡器
      械以及使用器械時的正確姿勢。
名額：每節12名（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報名：2月21日起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備註：只供會員證上未有標示「器械認證」
      或「器械使用者」的中心會員參加。

健康器械訓練班

日期：2023年3月22日（三）
集合時間：下午2:15
時間：下午3:15-4-15
地點：中心集合
內容：參觀屯門曾咀紀念花園，加深長者
      對綠色殯葬的認識。
名額：29名
報名：3月15日致電或親臨中心報名，
      3月20日會公佈入選名單。

參觀撒灰花園

活動精選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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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美田路) 

                              2023 年 4 月至 6 月 長青學院/港燈 U3A 課程須知 

 

報名規則： 

1. 由於長青學院/港燈 U3A 課程名額有限，會員可優先登記報讀。 

2. 舊學員登記報讀新一期同一課程，必須在上期課程出席達七成或以上。如該課程沒有出現超額登記，方可在繳費期繳費報讀。對於登記報讀期後完

結之課程，中心職員會再核實學員出席率，出席率不足七成者，其報讀同一課程資格會被取消及獲退款。 

3. 所有報讀進階課程之會員，必須在本中心修讀有關之初班課程；並需由導師確認或評核。 

4. 若有進階班會員同時登記報讀同一課程之初班，本中心將優先給非進階班會員報讀；如再有餘額，但超出進階班會員登記報讀之人數，餘額以抽籤處理。 

5. 本中心採用「後備優先」制度；凡不中籤者首 2 至 5 名(按該班 25%名額)會視作下期同一課程之正選，獲優先在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8 日內繳費報讀

2023 年 7-9 月之同一課程，逾期繳交，當作棄權論。後備優先權利只適用於緊接之下期同一課程。若成功後補入讀同一課程，後備優先權利會被取

消。若夫婦會員報讀同一班課程；須在報名表上列名二人資料，並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若二人重複交表，有關登記將被取消。 

6. 收費已包括講義(如適用)。 # 符號之課程需自備材料或設備。 

7. 開課及結束日期只供參考，繳費報名時請向職員確認開課日期；查詢電話：26911580。 

8. 港燈 U3A 課程 50 歲或以上第三齡人士可報讀。 

9. 本中心有權隨時修改此課程須知。 

 

會員抽韱日期： * 

2023 年 4 月 3 日(一) 至 4 月 15 日(六)。 (會員必須出示會員證正本，否則不能辦理抽籤手續。) 

會員登記報讀及繳費日期： * 

每位會員只可報讀三班課程 (包括後備學額)。 

2023 年 4 月 18 日(二) 至 4 月 19 日(三)，到本中心活動室確認報名成功後才繳費。 

(報名及繳費時必須出示報名表、報名籌號及會員證正本，否則本中心不能辦理報名及收費手續。) 

非會員﹕2023 年 4 月 21 日(四)起。 

*備註： 若因受防疫措施影響，所列日期可能會於必要時作出修改而不會作個別通知，所有內容以中心最新公布為準。 

課程： 

星

期 
班別名稱 名額 

學費 

會員 /非會員 
堂數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內容 導師 

一 

 

 

9:15 排排舞班 20 $180 $200 10 9:15 -10:15 24/4-3/7 舞步來自社交舞、爵士、土風舞配合輕鬆節奏；增強心肺功能。 關燕歡 

9:30 U3A-開心金曲班 20 $80 $100 10 9:30 -10:30 24/4-3/7 教授流行金曲，學習歌唱技巧。 導師:梁潤強 

助教::陳杏燕 

#10:30 東方舞進階班 15 $80 $100 10 10:30 -12:00 24/4-3/7 教授節奏明快的民族舞技巧及訓練(須完成初班及通過老師評核) 王楚花 

11:00 U3A-保健養生功 15 $20 $40 4 11:00-12:00 24/4-29/5 教授一套養生功 羅啟源 

1:30 U3A-氣功十八式 20 $90 $110 10 1:30-2:30 24/4-3/7 讓初學者認識氣功及練習運氣 導師:劉暖杞 

助教::霍志芬 

3:15 U3A-粵曲做手班 20 $340 $360 10 3:15-4:45 24/4-3/7 教授粵曲做手，利用水袖和身體動作表現角色的情感和活動。 謝潔華 



星

期 
班別名稱 名額 

學費 

會員 /非會員 
堂數 上課時間 上課日期 內容 導師 

二 #9:00 柔力球第二套路-第 2 期 12 $130 $160 10 9:05-10:05 25/4-27/6 教授太極柔力球第二套路招式。( 須完成第二套路-第 1 期。) 郭慕貞 

#10:10柔力球第三套路-第 2 期 12 $160 $190 10 10:15-11:15 25/4-27/6 教授太極柔力球第三套路招式。( 須完成第三套路-第 1 期。) 方建英 

10:30 中國古文班 24 $70 $90 10 10:30-12:00 25/4-27/6 教授古文的解讀，令學員更明白中國古文學，學員須懂書寫中文。  謝煥源 

#11:20 柔樂球-第 1 期 12 $200 $220 10 11:20-12:20 25/4-27/6 教授太極柔樂球基本招式。 方建英 

#1:40 柔力球第一套路-第 2 期 12 $110 $130 10 1:40 – 2:40 25/4-27/6 教授太極柔力球第一套基本套路。( 須完成第一套路-第 1 期。) 黃寶珊 

#2:45 U3A-愛心樂坊 24 $50 $70 10 2:45 - 5:00 25/4-27/6 中樂樂器交流及表演。 主持人 

劉國光 

         

三 9:30 中文基礎班 20 $60 $80 10 9:30 - 10:45 26/4-28/6 教授中文字或詞語等知識。 劉泳 

趣味英語班 20 $135 $160 10 11:00 - 12:30 26/4-28/6 以輕鬆方法教授較複雜英語 (須完成初中或以上英文學歷) 黎鳳娟 

復康活力操 25 $45 $65 8 11:45 - 12:30 26/4-28/6 教授改善心肺功能帶氧運動，讓學員舒展筋骨。 梁潤強 

#素描班 20 $150 $180 10 3:45 – 4:45 26/4-28/6 教授基本素描技巧。 蔡瑞賢 

         

四 粵曲班 30 $250 $300 10 10:00 - 12:00 27/4-6/7 學習唱粵曲的基本功練習運丹田氣、叮板、工尺譜及堂上練習。 陳瑞珍/鍾素娥 

12:30 U3A-耆樂舞班 20 $80 $100 10 12:30-1:30 27/4-6/7 讓學員學習以流行曲配合拍子的舞蹈。 導師:黃桂英 

助教:黎秀英 

2: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20 $60 $80 10 2:00-3:00 27/4-6/7 拉筋、帶氧運動、阻力訓練，加強肌力，可增強心肺功能 林錦萍/ 

房貴蓉 

         

五 9:15-U3A-手鈴班 12 $340 $360 10 9:15-10:15 28/4-7/7 學習手玲基本技巧，加強手、腦、眼及耳協調訓練敏捷思維。 HELEN 

11:00-健骼十式 - 2 期 15 $60 $80 10 11:00-12:00 28/4-7/7 鍛煉及學習更多平衡動作，預防跌倒，須全堂站立做運動 王敬連 

12:15-健骼十式 - 1 期 15 $60 $80 10 12:15-1:15 28/4-7/7 鍛煉平衡力基本動作，預防跌倒，須全堂站立做運動。 王敬連 

#書法班 20 $110 $130 10 1:30-3:00 28/4-7/7 除有基本功學習外，也學習不同字體書法。 高麗明 

#國畫初班 20 $200 $220 10 3:15-4:45 28/4-7/7 教授工筆畫及意畫基本技巧。 高麗明 

1:45 經典靚歌卡拉 OK 進階班 30 $100 $120 10 1:45 - 3:15 28/4-7/7 教授較複雜歌曲及唱歌技巧。(須完成初班通過老師評核) 梁國霞 

 3:30 經典靚歌卡拉 OK 初班 30 $100 $120 10 3:30 - 5:00 28/4-7/7 教授基本唱歌技巧及懐舊時代曲。 

六 9:15 太極強身功 - 1 期 12 $75 $95 10 9:15 - 10:15 29/4-8/7 教授太極柔力操技巧。       李運有 

#9:15 二胡研習班 15 $200 $240 10 9:15 - 10:15 29/4-8/7 教授拉奏二胡較複雜技巧。 (須完成二胡班通過老師評核) 許然 

10:30 太極強身功- 2 期 12 $80 $100 10 10:30 - 11:30 29/4-8/7 練習太極柔力操技巧及穴位球。(須完成太極強身功第 1 期) 李運有 

#10:30 二胡班 15 $190 $230 10 10:30-11:30 29/4-8/7 教授拉奏二胡基本技巧。 李桂雲 

#11:45 東方舞初班 15 $80 $100 10 11:45 - 1:15 29/4-8/7 教授民族舞及連基本的舞蹈訓練。 王楚花 
 

** 若因應疫情變化，中心會因應政府最新指引而作出必要之班務調動，請學員密切留意中心最新公布。如有疑問，請致電中心查詢 (電話：26911580) ** 
 

(20230118 版) 



中心護老者梁炳活先生
榮獲

沙田區優秀護老者

2022-23年度沙田區護老者嘉許禮
感謝各位的護老者一直對家
人的付出，讓長者們可以繼
續開心地在社區上生活。

來自護老者的話:
非常感恩能夠與你渡過每一天

我已經很開心。
各位護老者，記得要珍惜眼前

人...

長青運動競技日

中⼼⻑者聯同香港⼩童群益會⼤圍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的青少年組成⻑青
隊伍參加由社會福利署主辦的⻑青運
動競技⽇，榮獲全場亞軍。感謝各位
參加者⼀同付出的努⼒,以共建跨代
共融及關愛互助的社區。

長青運動競技日暨

2022-23年度沙田區護老者嘉許禮



護「腦」者 - 線上直播

牽⼿⼀輩⼦
護⽼天地

⽇期: 2⽉9⽇,2⽉23⽇,
         3⽉9⽇, 3⽉23⽇
時間: 下午2:30 - 3:30

分享多⽅⾯資訊，提供⾝⼼社靈的

全⽅⾯⽀援，平衝發展

YouTube 連結會在當⽇活動開始前
發放

護⽼⼩聚

因應新冠疫情的變化，以上活動有可能需要暫緩舉⾏或改

為線上直播形式，如有變更，以中⼼最新公佈為準

樂融「傭」
⽇期: 3⽉27⽇ (⼀)
時間: 上午10:30 - 11:30
內容: 僱主及外傭共同完成⼿作，
促進兩者之間感情。

報名詳情請參考宣傳海報。

⽇期: 2⽉16⽇(四)
時間: 下午2:30 - 3:30
對象及名額: 4對夫婦會員 
                    (需⼀同報名)
內容: 夫婦合作遊戲，製作⽔拓布袋
費⽤: 20元⼀位
報名期: 2⽉1⽇ - 2⽉7⽇ 致電中⼼                
             (2691 1580) 報名
             (Whatsapp 報名恕不接受)
如報名⼈數超出上限，將會以抽籤決

定。結果將於2⽉10⽇公佈

⽇期: 2⽉1⽇(三) 護⽼鬆⼀鬆
         2⽉8⽇(三) 護⽼醒⼀醒
         2⽉15⽇(三) 護⽼郁⼀郁
         2⽉22⽇(三) 護⽼轉⼀轉
時間: 下午2:00 - 3:00
參加⽅法: 活動開始前到達中⼼，先
到先得。

⽇期: 3⽉1⽇(三) ⼀⿑養⾝⻝⼀⻝
         3⽉8⽇(三) ⼀⿑養⾝按⼀按

          3⽉15⽇(三) ⼀⿑養⾝動⼀動
          3⽉22⽇(三) ⼀⿑養⾝睇⼀睇
          3⽉29⽇(三) ⼀⿑養⾝針⼀針

快閃街站
⽇期: 2⽉23⽇(四) , 3⽉27⽇ (⼀)
時間: 下午4:30 - 5:15
地點: ⼤圍區
宣傳中⼼服務，聯同區內不同

持份者發掘有照顧壓⼒的護⽼者。

時間:   下午2:00 - 3:00
參加⽅法: 活動開始前到達中⼼，先到
先得。

護老者服務2023年2月-3月



 ⽇期 :2023年3⽉3⽇ -4⽉28⽇ (五 )

 時間 :下午3:00-4:30
 地點 :雲叠花園⾨球場
 ⼈數 : 15⼈
 費⽤ :$200(共8堂 )

U3A 興趣班花絮

	聖誕⼿
作相架

班
⽴體花

圍⼱班

⾨球初
班 乒乓球

初班

DIY能量塔
班

插花班 草地滾
球基礎

班

YMCA社區運動
班

U3A門球初班
���3-4月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U3A興趣班2023年2月-2023年3月

U3A愛笑瑜珈
班2-3月

 ⽇期 :2023年2⽉8⽇ -3⽉29⽇ (三 )

 時間 :下午3:30-4:30

 地點 :中⼼禮堂
 內容 :凝造開懷⼤笑

，

        互相感染
正能量

 ⼈數 :20⼈
 費⽤ :$80(共8堂 )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一)(二) 3-4月 ⽇期 :2023年3⽉6⽇ -4⽉24⽇ (⼀ ) �   時間 : (⼀ )上午09:00-10:00         (⼆ )上午10:00-11 :00 地點 :圓洲⻆草地滾球場 ⼈數 :每班各8⼈ 費⽤ :$105(共7堂 )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
(一)(二)3-4月

 ⽇期 :2023年3⽉1⽇ -4⽉26⽇ (三 ) �  
 時間 : (⼀ )上午09:00-10:30
         (⼆ )上午10:30-12:00
 地點 :⼤埔東昌街草地滾球場
 ⼈數 :每班各8⼈
 費⽤ :$120(共8堂 )

U3A乒乓球A、B初班3-4月 ⽇期 :2023年3⽉2⽇ -4⽉27⽇ (四 )   時間 :下午2:00-4:00 地點 :⾞公廟體育館 ⼈數 :每班各8⼈ 費⽤ :$135(共9堂 )

⾃學

⾃教

⾃管

⾃務

現已開始接受登記留名抽
籤，2023年2⽉4⽇ (六 )5:00
截⽌，請填寫GOOGLE FORM
報名。如興趣班出現超額
登記報名情況，將在2023
年2⽉6⽇ (⼀ )進⾏抽籤。

U3A興趣班登記報名⽇期

線上填寫
Go o g l e
表單報名

(因應新冠疫情的變化，以上活動有可能需要暫緩舉行或改為線上直播形式，如有變更，以中心最新公佈為準)

U3A�編織班單元一

⽇期 :2023年3⽉17⽇ -4⽉28⽇ (五 )

時間 :下午2:00-3:00
地點 :中⼼多⽤途室
內容 :起針、⾼/低針，
        簡單鈎針技巧
費⽤ :$120(共6堂 )
        (包括材料 )⾃備6號針

U3A�編織班單元二
⽇期 :2023年3⽉17⽇ -4⽉28⽇ (五 )
時間 :下午3:15-4:15
地點 :中⼼多⽤途室
⼈數 :每班8⼈
內容 :鈎針技巧 (短針、⻑針、鎖針 )
        (必須完成單元⼀ )
費⽤ :$150(共6堂 )
       (包括材料 )⾃備6號針
  

U3A製作日誌手工班�
 ⽇期 :2023年2⽉28⽇ (⼆ )
 時間 :下午2:00-3:30
 地點 :中⼼活動室
 內容 :親⼿製作⼀本2023⽇誌簿
 ⼈數 : 18⼈ (懷疑認知障礙症⼈仕 )
 費⽤ :$20(共1堂 )



(因應新冠疫情的變化，以上活動有可能需要暫緩舉⾏或改為線上直播形式，如有變更，以中⼼最新公佈為準。)

報名⽅法：請留意活動前兩星期中⼼的宣傳海報﹐以便了解詳情。

2023年

2月至3月

⽇期:�
�
時間:��
對象:��
�
⽬的:��

2023年2⽉1⽇⾄2⽉15⽇�(逢三〜培訓)
2023年3⽉1⽇⾄3⽉8⽇�(逢三〜實踐)
下午2:15-3:15(培訓);下午2:00-3:15（培訓）
−需掌握智能裝置基本操作
−願意接觸懷疑認知障礙症⼈⼠
提供電⼦填⾊冊培訓，教授懷疑認知障礙症⼈
⼠使⽤，成為家居認知訓練

2023年2⽉9⽇�(星期四)
2023年3⽉2、16⽇�(星期四)
上午11:00�‒�12:00
本中⼼活動室
所有有興趣認識認知障礙症的會員
透過多元化主題講座﹐⿎勵多談論、多思
考和多體驗⽅式﹐達致及早預防

⽇期:�
�
時間:��
地點:����
對象:��
⽬的:��

2023年2⽉⾄2023年3⽉
請致電聯絡中⼼預約時間
本中⼼
懷疑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會員
為有需要⻑者進⾏初步的認知評估

⽇期:��
時間:��
地點:��
費⽤:��
對象:��

⽇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的:�

2023年3⽉7、14、21⽇�(星期⼆)
下午2:30�-�3:30
本中⼼活動室
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
提供創意的健腦⼯作坊﹐將健腦⽅法融
⼊⽇常⽣活﹐達致及早介⼊。



 

 歡迎所有長者會員參加以上活動。1.

高級督導主任：敖巧兒姑娘(督印人)
督導主任：麥雪軒姑娘
專業支援服務社工：林世豐先生
註冊社工：林倩姑娘、何安琪姑娘
         洪美珍姑娘、鄭曼軒姑娘
         譚曉良先生           
高級活動幹事：鄺寶富先生
一級活動幹事：麥志鳳姑娘、何婉蔚姑娘
             鍾靜雯姑娘            
資訊科技大使：李永聰先生
二級行政助理：顔劍虹姑娘
護理助理：莫素梅姑娘、陳惠華姑娘、
         吳淑君姑娘
二級服務員：陳婉梅姑娘 

吳淑君姑娘

多謝大家在中心照顧了
我十六個月，我將會在
二月離職進修。再次感
激大家給我很多嶄新的
體驗及愉快的回憶。

你們的每一個意見，都是對中心誠意的
祝福`，請踴躍發表! 如對中心服務有任
何意見，懇請填妥表格交回中心，或致
電26911580與我們聯絡，衷心感謝。
提供意見者姓名
聯絡方法     
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見欄

何婉蔚姑娘

再見!

e健樂2-3月活動推介

新職員介紹
GOODBYE

1.��e健樂減壓手工口罩花
日期：2023年2月2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活動室
內容：讓會員透過做手工舒緩生活壓力
名額：10
報名日期：2023年2月7日至9日

歡迎
你!

日期：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研習室
內容：讓會員透過桌上遊戲鍛鍊腦筋
名額：8
報名日期：2023年3月14日至16日

2. 如果活動報名人數多於名額，會以抽籤決定參加者名單，並
   在截止日期後兩個工作天內WhatsApp公佈結果。

2.��e健樂腦健通

3.��e健樂春曉古詩貼畫
日期：2023年3月27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2:30-3:30
地點：活動室
內容：鼓勵會員製作具個性的擺設送給
�����������朋友
名額：10
報名日期：2023年3月14日至16日

4.��e健樂活力毛巾操
日期：2023年3月3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30-4:30
地點：活動室
內容：鼓勵會員在家勤做毛巾操舒緩肌肉
�����������痠痛問題
名額：15
報名日期：2023年3月21日至23日

大家好，我係吳淑君姑
娘，主要負責陪診服
務。很高興能加入明愛
沙田的大家庭，希望日
後有機會同你哋傾吓
計!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服務團隊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30-10:30 幹事會 (禮) 09:00-5:30 健男平洲遊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5:30 粵曲敬老迎金兔活動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00-11:30 e健樂線上眼科專題講座 (直)(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45-11:45 關社論壇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學惜愛自己 (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1:00-12:00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2:00-3:00 護老天地：護老鬆一鬆(禮)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1:30- 3:00 書法班  (活)

2:00-3:30 「壓」軸出場(研)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15-5:00  暖敷體驗日(活)

2:15-3:15 2:00-5:00 健康器械訓練班 (活)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4(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30 愛關顧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學惜愛自己 (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0:45-11:45 關社組 (禮) 11:00-12:30 腦生常談 (活)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0:30-12:00 外傭交流會 (活)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2:30-3:30 護「腦」者 (線)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2:30-3:00 耆義KOL (線) 2:00-3:00 護老天地：護老醒一醒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30-3:30 兄弟幫 - 正向男兒(活) 2:00-3:30 「壓」軸出場(研) 2:00-3:00 健康器械訓練班 (活) 1:30- 3:00 書法班  (活)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2:15-3:15 3:00-5:00 垂直律動機訓練班 (活)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4:30 U3A愛笑瑜珈1  (禮)

3:45-4:45 素描班  (活)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4(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30 中心大使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 (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學惜愛自己 (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0:30-11:30 網長組 (禮) 11:00-12:00 IT大使 (活) 10:30-12:00 KOL重聚日 (活)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1:00-12:00 U3A保健養生功 1 (活)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1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2:00-3:30 導師會 (活)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1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30-3:00 耆義KOL (線) 2:00-3:00 護老天地：護老郁一郁(禮)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2:00-3:30 「壓」軸出場(研)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3:30-4:30 男士代表會 (活)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2:15-3:15 2:30-3:30 牽手一輩子 (活)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4(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0:45-11:45 關社論壇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SWD活動 (禮) 10:30-11:30 自我關懷組(研)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0:30-12:00 護老者交流會 (活)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2:00-3:30 e健樂減壓手工口罩花 (活)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2:00-3:00 友愛自助 (活)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15-3:15 護老天地：護老轉一轉(禮) 2:00-3:00 感恩聚會 (活)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2:30-3:30 護「腦」者 (線)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班(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1:00-12:00 U3A保健養生功  (禮)

11:40-12:55 跨代同樂(祟真中學)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活)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2:00-4:00 護老工作坊 (活) 2:30-3:00 耆義KOL (線)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00-3:30 U3A製作日誌手工班  (活)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 美田路 )                                                                  2023年2月活動表                                                                                               電話：2691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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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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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黑色暴雨警告/八號風球或以上

(線)=線上活動  

(活) = 活動室

28

會員大會

(煮)=煮閣

 醒腦遊戲齊齊玩

備註

21

( 20230112版 )

中心暫停開放

3
低脂肪飲食及烹調方法講座 (衞生署)

7

假期 26

18     2月壽星慶祝

中心暫停開放

6

(禮) = 禮堂

(多) = 多用途室

(研) = 研習室

中心暫停開放

19

電子填色冊義工培訓 (活)

電子填色冊義工培訓 (活)

電子填色冊義工培訓 (活)

  活動時間表；敬請留意本中心發放之最新訊息及或線上連結。

中心暫停開放

27

16

假期 

* 若實體活動受疫情影響而須暫停；所有中心活動將會轉用線上

(直) = 直播室

電子填色冊護老者體驗 (活)

25

17

惡劣天氣安排        中心開放  活動照常

黃色暴雨警告/一號風球

紅色暴雨警告/三號風球

2420 22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30-10:30 幹事會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1:30 學惜愛自己 (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1:00-12:30 腦生常談 (活)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2:00-3:00 護老小聚：一齊養身食一食(活)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15-3:15 電子填色冊認知訓練體驗(禮) 2:00-5:00 健康器械訓練班 (活)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15-5:00  暖敷體驗日 (活)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30 愛關顧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學惜愛自己 (研)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0:45-11:45 關社組 (禮)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1:00-12:00 U3A保健養生功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2:30-3:30 護「腦」者 (線)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30-3:00 耆義KOL (線) 2:00-3:00 護老小聚：一齊養身按一按(活)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30-4:00 憶友和諧粉彩培訓(活) 2:00-4:00 腦江湖 (活) 2:15-3:15 電子填色冊認知訓練體驗(禮)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30 中心大使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1:00-12:30 腦生常談 (活) 10:30-12:00 KOL重聚日(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0:30-11:30 網長組 (禮)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1:00-12:00 U3A保健養生功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1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1 (禮)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30-3:00 耆義KOL (線) 2:00-3:00 護老小聚：一齊養身動一動(活)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00-3:30 班長導師會  (活) 2:00-4:00 腦江湖  (活)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3:45-4:45 素描班  (活)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30-4:30 男士代表會（活）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9:15-10:15 二胡研習班  (活)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30 IT大使 (禮)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15-10:15 太極強身功-1 期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7:00 長者免費聽力篩查服務 (多) 10:30-11:30 二胡班  (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愛惜愛自己 (研)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1:30 太極強身功-2 期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0:30-12:00 關社論壇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2:00-1:30 東方舞初班  (禮)

10:30-12:00 護老者交流會 (活)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2:00-4:00 U3A博康柔力球班(禮)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2:00-3:00 護老小聚：一齊養身睇一睇(活)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30- 3:00 書法班  (活)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2:30-3:00 耆義KOL (線)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2:00-4:00 腦江湖  (活) 3:45-4:45 素描班  (活) 2:30-3:30 護「腦」者 (線)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2:30-5:00 參觀撒灰紀念花園 2:30-3:30 e健樂腦健通(研)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基礎班(一)(二)(圓) 9:05-10:05 柔力球第二套路-1期  (禮) 9:00-11:00 U3A草地滾球改良班(東) 09:30-10:30 活腦時光 (活) 09:30-10:30 會員週會：

09:15-10:15 排排舞班  (禮)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09:30-10:45 中文基礎班  (活) 10:00-12:00 粵曲班  (禮)

9:30-10:30 U3A開心金曲班  (活) 10:30-12:00 中國古文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多)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9:15-10:15 U3A手鈴班1(活)

10:30-12:00 東方舞進階班  (禮) 10:15-11:15 柔力球第三套路-1期  (禮) 11:00-12:30 趣味英語班  (活)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0:30-11:30 手機查詢  (直) 11:20-12:20 柔樂球-2期  (禮) 11:45-12:30 復康活力操  (禮) 11:00-12:00 健骼十式-1期  (禮)

10:30-12:00 外傭聚會 (活) 12:45-1:45 U3A活力舞 (禮) 12:30-1:30 U3A耆樂舞班 (禮) 12:15-1:15 健骼十式-2期  (禮)

12:30-1:30 U3A康福舞班  (禮) 2:00-3:00 護老小聚：一齊養身針一針(活) 2:00-3:00 感恩聚會 (活) 1:30- 3:00 書法班  (活)

1:40-2:40 柔力球第一套路-1期  (禮) 3:30-4:30 U3A愛笑瑜珈  (禮) 2:00-3:00 U3A體適能運動班  (禮) 1:45- 3:15 經典靚歌卡拉OK進階班 (禮)

1:30-2:30 U3A氣功十八式  (禮) 2:30-3:00 耆義KOL (線) 3:45-4:45 素描班  (活) 2:00-4:00 U3A乒乓球初A、B班(車) 2:00-3:00 U3A編織班單元一  (多)

2:30-3:30 e健樂春曉古詩貼畫(活) 2:45-5:00 U3A愛心樂坊  (禮) 3:15-4:15 U3A小丑雜技義工隊(禮) 3:00-4:30 U3A門球初班  (雲叠)

2:30-3:00 奬老愛學習 (線) 3:30-4:30 e健樂活力毛巾操(活) 3:15-4:15 U3A編織班單元二  (多)

3:15-4:45 U3A 粵曲做手班  (禮) 3:15-4:45 國畫初班 (活)

3:30- 5:00 經典靚歌卡拉OK初班  (禮)

黑色暴雨警告/八號風球或以上

* 若實體活動受疫情影響而須暫停；所有中心活動將會轉用線上

29 30 31 惡劣天氣安排        中心開放  活動照常
明愛長者聯會線上論壇

( 20230112版 )

  活動時間表；敬請留意本中心發放之最新訊息及或線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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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暴雨警告/一號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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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暫停開放

中心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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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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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知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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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暴雨警告/三號風球

肥胖的疑惑講座 (衞生署)

學員大會

28假期 26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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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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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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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多用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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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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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4 15

星期日

2

星期一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 ( 美田路 )                                                                  2023年3月活動表                                                                                               電話：2691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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