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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會所 新界會所

•	週遊列車	-	新喜點恆常聚會
•	聖誕懷舊社交舞會
•	聲聲相惜	-	歌唱小組
•	一對一簡易詩歌鋼琴伴奏
•	傳統中式剪紙初階
•	天然產品制作	-	防蚊系列
•	天然產品制作	-	香磚系列
•	 Infographic	系列	-		

手機拍攝圖像班
•	「衝上雲霄」	-		

參觀香港飛行總會
•	鉤織初班
•	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 班

•	手作工房
•	「玩得喜」-		

新喜點活動體驗工作坊
•	飛鏢 CAFE
•	 Art	Jamming	自由畫
•	成人陶瓷拉坯

課程詳細資料見後頁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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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會所活動

週遊列車 - 新喜點恆常聚會

聖誕懷舊社交舞會程序編號：490403081

週，每週；遊；遊戲、玩樂、輕鬆之意；列車，一同前進。
以「豐盛人生新喜點」其中四大系列：運動養生、身心成長、興趣發展、
放眼世界作週題藍本，邀請你定期參與聚會，藉此與會友建立關係，成
為伙伴。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費用：$30/ 每項活動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內 容 :	 播 放 社 交 舞 音 樂 (CHACHA,	WALTZ,	RUMBA,	
FOXTROT,JIVE,TANGO,	POSODOBLE,	ETC.)、晚餐及抽獎。
對象：40歲或以上及歡迎親子出席　　地點：九龍會所 6/F 主場館　　
費用：$280	(5-12 歲兒童 $140)
查詢：2783	3319	( 鍾俊洪Mr	Chung)
日期 :	26/12/18( 三 )
時間 :	1830	-	2200

課程編號 日期 內容 時間 星期 費用
490403325-A 5/10/18 飛盤活動

1100	-	1200 五 30

490403325-B 12/10/18 健康資訊 :	
認識慢性疾病

490403325-C 19/10/18 扭魔術汽球

490403325-D 26/10/18 環保議題 :	日本
零垃圾；收納方法

490403325-E 2/11/18 躲避盤活動

490403325-F 9/11/18 小組活動 :	
沙漠歷險記	-	抉擇

490403325-G 16/11/18 雕刻卡片製作

490403325-H 23/11/18 文化議題 :	
中醫藥文化

490403325-I 30/11/18 旋風球

490403325-J 7/12/18 健康資訊 :	
編寫營養餐單

490403325-K 14/12/18 簡易音樂合奏 :
Colour	bells

490403325-L 21/12/18 科技探討 :
STEM是什麼 ?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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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相惜–歌唱小組

一對一簡易詩歌鋼琴伴奏

愈來愈多研究指出，原來唱歌不只是開心玩樂，有系統地從呼吸、聲帶、
共鳴學習一首一首歌曲，無論聖詩、民謠、小調、懷舊金曲，對人腦好
處甚多。一把金嗓子迷人，一群金嗓子醉人。來參加合唱小組，迷醉眾
生！
導師：沈凛聰（浸會大學音樂系學士（聲樂專業）、中文大學音樂文學	
	 碩士，現任大學及中學指揮，十年金齡合唱團指揮經驗）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1/F 活動室
費用：$600/4 堂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琴聲樂韻悠揚，既能讓你抒情達意，更能讓你有個安靜與自己相處的時
間。學習音樂總不太晚！彈奏鋼琴亦講究手眼協調、左右手協調，以及
聆聽技巧，從而提升專注力、記憶力、思考力，達至健腦之效用！
內容：樂理、鋼琴彈奏技巧、簡易伴奏
對象：從未學習鋼琴及有興趣彈奏詩歌的 40歲或以上人士
地點：九龍會所
費用：$100( 每月四節 ,	每節 45 分鐘 )
查詢：請個別與藍小姐聯絡 (27833615)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20A 21/9	-	12/10/18

1500	-	1600 五 10490403320B 19/10	-	9/11/18

490403320C 16/11	-	14/12/18
(7/12)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名額
490403326 視個別情況而定 5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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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式剪紙初階
介紹中國傳統剪紙的基本技法，培養學員對傳統中國剪紙藝術的欣賞能
力，發揮創意，實踐創作。
內容 :	教授面和綫的關係、刀法、基本紋樣剪法、不對稱紋樣、各式摺
法及裝裱方法。
義務導師：周美慈、James	Lo
對象：40 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1/F 活動室
費用：$200/4 堂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38 6	-	27/9/18 1930	-	2130 四 12

天然產品制作—防蚊系列

天然產品制作—香磚系列

面對蚊患卻怕使用化學品？天然防蚊產品幫到你！透過利用
天然香薰油，能自製出有效、健康的驅蚊產品，可安心使用！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1/F 活動室
費用：$120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手工香磚款色多變，其味道可隨喜好而選擇不同之香薰精油！香磚用途
廣泛，可放於衣櫃、鞋櫃、手袋內等地方，更可作防蚊虫之用。臨近聖
誕，自製香磚作小心意亦為是不錯之選擇！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1/F 活動室
費用：$120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18A 26/9/18 1500	-	1600 三 8490403318B 31/10/18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19A 28/11/18 1500	-	1600 三 8490403319B 19/12/18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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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graphic 系列 – 手機拍攝圖像班

「衝上雲霄」—參觀香港飛行總會

攝影為圖象表達之其中一種元素，現在手機及數碼相機大行其道，圖像
也變得愈多愈重要，你懂不懂用圖像去表達自己的一些感覺或故事呢？
一張好的圖像勝過千言萬語。
義務導師：James	Lo、Wendy
導師簡介 :	James	Lo	( 從事圖像創意總監多年，善於用不同圖象元素去
表達複雜理念，特別注重參加者體驗 (User	Experience)，樂於與大家
一同分享經驗。)
對象：40 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一樓活動室
費用：$200/4 堂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飛行員會透過講座介紹香港飛行總會的歷史與背景資料；亦有機會帶領
大家參觀機庫，欣賞各式各樣的小型飛機！此總會更有提供飛行訓練課
程，有興趣的會友更多藉機會了解一番。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香港飛行總會
費用：$50	( 費用已包括車資 )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27-A 4/10	-	25/10/18 1930	-	

2130 四 12490403327-B 15/11	-	6/12/18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280 12/9/18 1330	-	1630 三 30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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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織初班

夏威夷小結他 Ukulele 班

教授基本鉤針技巧，製作聖誕小飾物。
導師：文鳳儀、James	Lo
對象：40 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1/F 活動室
費用：$200/4 堂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 參考作品

源於夏威夷的4弦小結他，外型別緻，音色清脆，節奏輕快，容易掌握，
是學習結他的入門階梯。
內容：		1.	演奏 Ukulele 的基本姿勢及 P指之運用。
	 2.	四線譜 (Tab) 的閱讀技巧。
　　　		3.	左手按弦和把位技巧。
	 4.	唱弦彈奏練習。
	 5.	合奏技巧。
導師：謝俊雯（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九龍會所 3/F 活動室
費用：$680/10 堂
* 學員自備Ukulele
查詢：2783	3618	( 劉先生	Eddie)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37 8	-	29/11/18 1400	-	1600 四 6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60U.18005 24/9	-	3/12/18	

(1/10)
1300	-	1400

一 124904.60U.18006 1400	-	1500
4904.60U.18007 17/12	-	18/2/19 1300	-	1400
4904.60U.18008 1400	-	1500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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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工房

「玩得喜」- 新喜點活動體驗工作坊

九月：蝶古巴特　十月：布袋設計　十一月：凍蠟　十二月：小盆景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新界會所 109 室
費用：$50/ 課程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提供不同類型活動體驗，包括音樂、藝術，以及語言系列。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新界會所 109 室
費用：$50/ 課程
查詢：2783	3615	( 藍卓敏 Tracy)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22	-	A 4/9/18 1600	-	1730

二 10

490403322	-	B 18/9/18 1800	-	1930
490403322	-	C 2/10/18 1600	-	1730
490403322	-	D 23/10/18 1800	-	1930
490403322	-	E 20/11/18 1600	-	1730
490403322	-	F 27/11/18 1800	-	1930
490403322	-	G 4/12/18 1600	-	1730
490403322	-	H 18/12/18 1800	-	1930

課程編號 日期 內容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403323-A 4,11/9/18 Ukulele

小結他
1600	-	1800 二

10

490403323-B 2,9/10/18 1800	-	2000
490403323-C 23,30/10/18 手語 1600	-	1800 二490403323-D 4,11/12/18 1800	-	2000
490403323-E 8,15/11/18 十字繡 1600	-	1800 四490403323-F 6,20/12/18 1800	-	2000

新界會所活動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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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鏢 CAFE

Art Jamming 自由畫

成人陶瓷拉坯

掌握基本技術、用法及力度等，任何年齡人
士也可參與飛鏢不但有助舒展筋骨及消除疲
勞，還可增強協調及提高控制肌肉能力。擲
飛鏢的過程中，能有效讓左右腦取得平衡，
能提升邏輯思維判斷和空間控制的能力。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新界會所G/F 青新駅餐廳
費用：$240/6 堂
* 參加者須穿著合適運動服裝、費用已包括
		飛鏢費用及下午茶
查詢：2620	0266	(Ray	Sir)

歡迎想發揮想像力、釋放創造力和情緒的你，又可一眾好友隨意創作，
探索美感觀念。
•	 2 小時自由繪畫、自由選擇時間
•	歡迎於兩星期前預約服務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新界會所Art	Room
費用：每位 $150
歡迎致電預約：2620	0266	(Fion	Miss)

學習掌握練土技術、拉坯技巧，如何使用拉坯機成形，製作杯、碗、碟
等用具，並上色再燒製。
對象：40歲或以上
地點：新界會所Art	Room
歡迎致電預約：2620	0266	(Fion	Miss)

* 所有費用包上色及燒製

課程編號 日期 (除外 ) 時間 星期 名額
490203292 13/10	-	17/11/18 1500	-	1600 六 8

課程編號 日期 ( 除外 ) 時間 星期 費用
ACC-18-10 5/10	-	26/10/18	(19/10)

1845	-	2000 五
$900/3 堂

ACC-18-11 2/11	-	30/11/18 $1500/5 堂
ACC-18-12 7/12	-	21/12/18 $900/3 堂

興趣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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