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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將始，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在此祝會員們新一年身體健康、學有所成。活

齡學院致力以跨學科教育、研究及實踐，促進積極老齡化，關注第三齡人士的生活

質素及社區支援。活齡學院今年踏入第九個年頭，感謝大家一直的支持，在課堂和

講座中不厭其煩幫助我們完成問卷，參與有關活齡人士終身學習的研究，希望這些

研究成果都可以實踐，帶動更多不同種類的活動，尤其是將大學的研究成果於社區

實踐，百花齊放，讓我們的人生下半場更精彩！

活齡動向

重點回顧

項目簡介

引入較刺激及具趣味性的柔力球玩法—網式對打，成立柔力球班。增加參加者對柔
力球網式對打運動的認識，凝聚柔力球網式對打之愛好者，聯誼及增進球技。

七星「薦」隊由自閉症人士家長及導師組成的樂隊。透過音樂和隊員自身經驗，讓大
眾認識自閉症人士和需要，破除大眾誤解。

藉由「扭氣球」表演作為平台，增加華裔與其他少數族裔的感情及文化交流，形成
共融社會。

以園藝治療透過人與植物的互動，為小學生帶來情緒、身體、認知、社交多方面的
福祉效益。

教導傷殘人士中國文化藝術，令傷殘人士發揮潛能。讓傷殘人士不因身體上障礙而
感到無力，影響心理健康。協助他們重拾自信，在人生中再劃彩虹。

訓練活齡人士成為業餘魔術師，以魔術訓練腦筋及手眼協調，防止腦退化症。並為
社區帶來驚喜和歡樂

接觸社區上不同人士，合作並製作「中草藥清潔日用品」，提升永續生活意識、
探索心靈和自然環境和諧共處之道。並將「中草藥清潔日用品」贈予區內弱勢社群
及機構服務者使用，提升社區熱心助人的精神，建構包容及和諧社區。

組成義工團，主要為非牟利機構安老院舍／長者鄰舍中心／日間護理中心長者提供
義剪服務。希望可加入與長者溝通的技巧，與中心長者互相交談。

與機構合作開辦修理雨遮工作坊，傳承沒落的修理雨遮技巧。繼而開設雨遮修理站
，提供低廉的修理雨遮服務。從源頭減廢，減碳環保。最終目的是透過宣傳，在全
港十八區每區均開設壞遮修理站。

透過訓練社區導賞員及社區導賞活動介紹各區的古蹟、歷史建築和歷史遺址；包括
了社區生活裡信仰、傳統工藝、藝術及傳統行業等。從而提高大眾的保育意識，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第二屆「反斗奇兵」活動，在去年期間，舉行了多次活動包括簡介會、「夢想推銷術」提案培訓講座、
「奇夢成真」如何實行提案講座，培訓活齡人士在營銷、提案、策劃社區活動的能力，及後進行大會評
選及撥款，最後十隊突圍而出，成功獲獎，獲得港幣$10,000 資助作計劃支出用途，以下為得獎名單：

得獎項目名稱 

友伴同柔 

七星薦隊 

多色宝宝兵團 

園治 Cafe 

再劃彩虹 

活齡魔術團 

反斗神農顯關懷 

剪出關懷 

雨遮重生 

由來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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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未來

活齡學院將第二年舉辦「反斗奇兵」活動，旨在
鼓勵活齡人士一展所長、發揮創意，推動積極
活齡的理念，凝聚社區力量。獲選隊伍可獲每組
港幣10,000元資助作計劃支出用途，形式不限。

活齡學院將第二年舉辦「反斗奇兵」活動，旨在
鼓勵活齡人士一展所長、發揮創意，推動積極
活齡的理念，凝聚社區力量。獲選隊伍可獲每組
港幣10,000元資助作計劃支出用途，形式不限。

反斗奇兵 Passion Award反斗奇兵 Passion Award

支持機構:

贊助機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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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未來

所有活動及課程於1月7日 (星期一) 開始報名及開課前一個星期截止。

為使積極學習課程能持續運作及不斷推陳出新，我們不單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課程
導師；更致力培訓第三齡人士成為活齡學院的導師。培訓計劃目的是強化已具備
技能的第三齡人士的教學技巧、溝通技巧及課程設計能力，讓他們得以有效地傳
遞知識及將技能授予他人，成為彼此的良師益友。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5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2:30 _ 4: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507 

「友導共學」培訓計劃

新動向暨迎新會2019 
活齡學院於2017年首度舉辦迎新會，為歡迎新會員加入！當新會員加入了我們這
個大家庭，相信都想對香港理工大學及活齡學院有進一步的認識，現時會員人數已
經超過3,800人。有見及此，活齡學院將會於每年5月及11月舉辦兩次迎新會歡迎
新會員及了解校園設施，希望讓大家多了解活齡學院過去及未來活動，請密切留意
下期季刊有關5月迎新會的資訊，報名參加。

薈賢廊  攝影創作課程  導師、學員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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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講座

內容:
瑪俐亞 Maria Cordero (肥媽) 是香港家傳戶曉的
藝人。她出生於澳門，家境清貧，從小便投身社會
工作，因而培養出刻苦耐勞，堅毅不屈的性格。她在唱歌、跳舞和演戲尤其出色，
開創出輝煌的演藝事業。近年肥媽更投身飲食界，在電視飲食節目中，大顯身手，成功
賺取「飲食達人」的美譽。她精於選購價廉物美的食材，示範創新的烹調方法。

日 期: 2019年1月8日 (星期二)

時 間: 下午3:00 _ 5:0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V322

講 者: 瑪俐亞 Maria Cordero, BBS, MH

名人講座: 從事業到家庭

此外肥媽亦熱心公益，積極參與慈善活動，並屢獲嘉獎。她曾獲前美國克林頓總統頒發
Asian-American Outstanding Award，西班牙聖加貝爾大學頒發美食博士勳銜。
2008年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2014年獲頒銅紫荊星章。除擁有
成功輝煌的事業和實踐個人理想外，肥媽還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兒孫滿堂，兄友
弟恭，各人關係密切。Maria除分享成功事業之道外，還會闡述她如何營造一個關係
緊密的幸福家庭。

我與成功有個約會

名人講座: 香港從未試過咁老
日 期: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_ 4: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Y305 

講 者: 陳曉蕾女士 (大銀力量總監及《大人 雜誌 》總編輯)

內容: 
陳曉蕾女士一九九三年入行當記者，關注社會可持續發展議題調查報導《剩食》及《死在香
港》系列均獲頒香港書獎，《香港好走》系列榮獲香港出版雙年獎最佳出版及金閱獎。二零
一五年創辦大銀力量，及擔任《大人雜誌》總編輯，藉社會創新，匯集大眾資源一同面對人
口老化。人口高齡化的影響是整個社會的，尤其對於年青人。當中亦有好多群體特別需要關
注，《大人》雜誌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夾心照顧者壓力爆棚，而智障人士老去，亦面臨無法
退休、甚至被迫搬出輔助宿舍的困局。總輯編陳曉蕾會報導團隊這一年深入報導的總總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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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
為使會員更方便報名，所有免費活動，包括名人講座、薈聚論壇，

均開始接受網上報名。手續簡單快捷，只要登上活齡學院網址便可。

網址：http://iaa.apss.polyu.edu.hk/3rdage/index.php　

名人講座: 較年長人士的生涯規劃
日期: 2019年2月15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2:30 _ 4:30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N001 

講者: 梁永祥教授 SBS, JP

內容:

梁永祥博士縱橫銀行業和金融界逾40年，歷任要職，成就備受業界推崇。在學術界，

梁博士亦榮任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榮譽教授和恆生大學兼任教授。梁教授將在講座中

分享他在商界和公共事務的傳奇經歷和成功心得，以及較年長人士如何善用逐漸普及

的電子支付和虛擬銀行產品。

梁教授素來熱心社會事務，出任多項公職。作為僱員再培訓局及地產代理監管局主席，梁

教授在講座中亦會講解較年長人士如何妥善投資理財、培訓增值和再就業等重要課題。

名人講座: 老人與愛
日 期: 2019年3月22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_ 4: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Z207 

講 者: 吳敏倫教授（香港大學醫學博士，香港精神醫學院榮授院士、美國

性學委員會創會榮授文憑及註冊性治療家，美國臨床性學院院士，香港大學醫

學系精神科前教授及系主任，現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

內容: 
吳敏倫是性學權威，但他與太太那歷久常新的愛情，亦已早為人知且蜚聲國際。他
退休後致力以自己的愛情故事為基礎，導人如何去找和經營美滿的愛情，市面已有
四本為他出版的愛情傳記。在這講座，他會簡述他與妻從相識至今50年的愛情故事，從
中抽取一些片段來審視他們怎樣避免或處理一些常見的愛情問題。然後，他會談談戀愛
在其晚年生活中的人生意義，和他與太太會怎樣用愛去面對和處理他們餘下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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薈聚論壇

「薈聚論壇」誠邀到各界專業人士親臨講論專業知識，讓會員一同了解及發掘更多
新事物。以下為1-3月之專題講座，會員可邀請親友/非會員一同參加。費用全免。

1月: 簡易實用「華山長壽功」
日 期: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_ 4: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TU101 

講 者: 莫國和先生

1月: 脊骨痛症及推拿講座及愛心義診
日 期: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時 間: 上午11:00 _ 12: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Z414

講 者: 汪家智脊醫 (脊骨神經科醫生)

日 期: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時 間: 上午9:30 - 12: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Z414

義診內容: 
脊骨肌腱痛症關注協會於2016年由汪家智脊醫創立並正式在香港註 為非牟利的
慈善團體。其宗旨是為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費有關脊骨肌腱引起的痛症治療
（義診)。每月到不同地區與慈善機構合作舉辦為提供義診服務。並推廣醫療護脊及
肌腱的知識。協會的脊醫及推拿師團隊安排為活齡學院會員進行推拿義診服務。
痛症可以包括肩頸頭痛、腰背痛、膝痛、肩周炎、腳痛等。當日歡迎參加者與專業
脊醫推拿問症及免費接受脊骨痛症治療一次。

講座內容: 
由汪家智脊醫講解常見脊骨痛症
如肩頸痛、頭痛、腰痛、坐骨神
經痛、膝痛、腳痛的成因及治療
方法。脊醫也會即場教授護脊運
動，令身體可以更加健康預防痛
症發生。

內容: 
一般人對氣功的認識都有點模糊和
帶點奇異的感覺。我覺得有須要正
視一下。我會用簡單易懂的常識
和體驗去說明何謂「氣」，何謂「氣
功」，以及解釋為何氣功會有強身、
治病和長壽的功能。最後我會介紹
一下「華山長壽功」動功和靜功的
部分招式，及其對我們身心的好處。

*參加者將免費獲得由莫國和
先生所撰寫的「健康、長壽」
書籍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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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晚晴圓願，留往美好回憶

日 期: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_ 4: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N001 

講 者: 盧炳松先生 (基督為本基金創辦人)

內容: 

盧炳松先生出身香港多間報章記者，在香港及中國公關任職四十多年。歷任可口可

樂大中華區、香港迪士尼樂園及領展(前稱領匯)的公司傳訊部掌舵人。2017年中退

休後，自資150萬元創立「基督為本基金」推出「誠心所願」項目，免費為本港18

歲及以上的病危人士圓願。自2018年開始，以為近20位晚晴人士圓願。由40歲至

90歲患者及家屬能留住美好回憶。

3月: 甚麽是古典音樂？

日 期: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2:30 _ 4:30

地 點: 理大紅磡校舍 Y305 

講 者: 許文彬先生 (古典音樂發燒友) 

內容: 

為甚麽巴赫被認為是音樂史上極偉大的作曲家？甚麽是奏鳴曲、交響樂或協奏曲？

它們的分別在那裡？甚麽是『標題音樂』？面對百人的管弦樂隊，樂音從四面八方

發出來，我們從何聽起？我可用眼睛看到畢加索的印象派作品，但我如何聽得出音

樂中的印象元素？我無法花數百小時去聽古典音樂，你可以介紹20首最經典的古典

音樂作品，讓我可以蜻蜓點水的方式，認識何為古典音樂嗎？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以上問題的答案，講者將能在這工作坊給你一個滿意的答案。

無論你是音樂新丁或古典音樂愛好者，講者會透過音樂的分享，帶你進入古典音樂

之門，讓你對古典音樂有一個基本概念，提升你欣賞音樂的層次，提高你聽音樂的

樂趣。

所有活動及課程於1月7日 (星期一) 開始報名及開課前一個星期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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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配對

招聘(兼職)社區老友大使
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職務: 在車站內向長者乘客提供協助，如推廣安全及正確方法使用港鐵系統。

工作時期: 逢星期一至五，每週工作5天，每天工作3小時

工作地點: 各鐵路沿線站內

員工福利: 

職前培訓及強積金 

工作月份可享免費乘車優惠

申請方法: 親身或電郵提交申請表格

請留意會員電郵，了解最新職位空缺。

僱員再培訓局 「人才發展計劃」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

意見調查訪問員基礎證書
新一期課程現已開始接受報名﹗
課程特色: 專為50歲或以上人士而設；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進行意見調查的知識和技巧，協助學員入職意見調查員或
相關工作。

入讀資格:

1) 失業、待業或失學的香港合資格僱員

2) 中五學歷程度；或中三學歷程度及兩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3) 須通過英文入學試及面試

課程費用: 費用全免，合資格學員可申請培訓津貼

課程時數: 120小時 (11天全日制及8天半日制，訓練期約7週)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中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活齡學院聯絡。



紙藝工作坊－花意篇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2月25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30 - 12:3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408   

費用: $240 + 30材料費

升級再造 DIY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1日至3月8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12:00 (共2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501   

費用: $120 + 50材料費

註: 請自備剪刀和針線 ，如學員有布碎或舊衣也可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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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

01 休憩人生

導師: 霍慧君女士 

導師: 林天心女士 
(沙田工業學院時裝設計證書、
香港理工學院服裝製造高級證書)

 

課程內容: 

手工藝具療癒作用，更可訓練手、

腦的運用及協調；而透過自己的心

意 和 創 作 ， 轉 贈 製 成 品 可 傳 情 達

意，讓身心靈得以提升。本課程將

以不同品質的紙張作為主要媒介，

教 授 「 日 式 折 花 」 技 巧 ， 並 運 用

設 計 元 素 ， 製 成 「 新 年 掛 飾 」 、

「Pop-Up」卡，小盆栽等飾品，

適合自用或送贈。

課程內容: 

學習DIY是環保的方法，與其花時

間消費，不如學習自己物品自己做，

把布碎舊衣升級再造成手機斜孭袋

及熱療枕 (小麥薰衣草)，享受慢工

細活的樂趣。

所有活動及課程於1月7日 (星期一) 開始報名及開課前一個星期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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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氣功保健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3日至4月3日 (逢星期三)
(2月6日除外)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Z204  

費用: $60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便衣服。

02 養生太極

導師: 石錦輝先生

課程內容:

無極氣功簡單易學，得氣易，功法安

全有效，不會出偏，對各種慢性病患

者和年老體弱者提供恢復健康良方，

也為各種氣功愛好者築根基。練功能

持之以恒，必能獲得祛病延年、強身

益智的功效。

輕打妙拍 通經活絡保健康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3日至4月3日 (逢星期三)
(2月6日除外)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V312  

費用: $60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便衣服。

課程內容:

「打對了保健康」，本課程教授學員

運用自已雙手拍打經絡，因為經絡不

通會造成肌腱、肌肉退化、骨骼容易

疏鬆，拍打振動時傳導氣血至全身，

把氣灌注入骨骼，能消除一些多年宿

疾，改善體質防止老化，養生又保健。

導師: 張耀霖先生 
(體適能導師專業證書)

課程內容:

專為銀髮一族而設的「復健八寶小盆

菜」，透過人人無拘束運動技巧及良

性飲食習慣，來達到保健的目標。針

對如何改善：行走無力、腰背肩緊、

鼻鼾敏感、睡眠窒息、情緒低落…等

亞健康問題，傳授鹽水洗鼻法、封口

安睡防鼻鼾法、腹式呼吸法、睡醒運

動法、頭頂敲穴健腦法等。

三通氣功體適能運動速成班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7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403  

費用: $24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鬆衣服。

觀賞與種植樂趣 (蘭花及盆栽)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1月29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30 - 12:30 (共2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406   

費用: $120 + 60材料費

導師: 方桂喜女士

課程內容: 

這是一個開心、休閒、減壓的學習，

從認識植物的種類和習性，導師將會

教導怎樣在新年時節選購年花並用

最新的方法種植蘭花和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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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陳錫琴女士
(中國國家教育部認證營養師、高級健康
管理師、英國食品, 營養及健康文憑)

課程內容: 

現代食品被高度加工化，促使患上代謝綜合

症等慢性病有年輕化及普及化的趨勢，尤其

大大影響活齡人士退休的生活質素，課程將

為學員拆解飲食迷思，正確掌握出外進餐的

選餐技巧，並建立健康飲食模式，從而優化

細胞，改善體質，逆轉亞健康狀況，達至盡

享飲食之樂，最終能活出健康快樂好人生。

樂活營人之識飲識食篇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6日至3月20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3:00 - 4:30 (共3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603 

費用: $180

03 減壓保健

導師: 陳瑞芬女士

課程內容:

坐式太極拳是由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研

發，從傳統的太極拳發展出一套十二式

的坐式太極招式，包括左右蹬腳、倒拳

肱等手腳並用的太極拳術，是一項可以

坐在椅子上的「靜態運動」。練習時必

須注重身體的重心轉移、手眼協調和動

作的流暢度。此課程適合初學者學習，

並達致強身健體、養生健身、放鬆身心

的功效。

導師: 梁拔聖先生 
(香港太極總會太極裁判)

課程內容:

本課程將練習吳家太極拳，如何學習套

路動作，達到意念及四肢協調，增強體

質，保健養生，卻病延年，並能舒緩緊

張情緒，有助提升肌肉力量及平衡力。

坐式太極拳班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5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502  

費用: $24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便衣服。

楊家二十八式太極班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5日至3月29日、

4月12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N101 

費用: $48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便衣服。

吳家太極拳進階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4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BC303 

費用: $600

註: 參加者上課時需穿輕便衣服。

課程內容:

主要鍛鍊內氣，動作開展大方，姿勢舒

適自然。動作柔順，利用太極拳的氣功

效用，強化肌肉，增強骨質密度，促進

血液循環，課程內容以 楊式太極拳的

基本動作為主，適合初學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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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耕種與製作中草藥清潔用品DIY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DE307 

費用: $240 + $60 材料費

導師: 植秀儀女士 
(曾獲康文署頒發<社區苗圃最佳收成獎>)

課程內容: 

中草藥源遠流長，街頭巷尾的藥材、涼茶舖、郊

遊時欣賞的花草樹木、家家戶戶的老火湯，中藥

文化已融入日常生活並與健康息息相關。本課程

希望以趣談的方式並融合每味中藥的來源習性，

製作相關之中草藥清潔用品DIY，包括「薏仁甘草

淨白皂」、「小麥胚芽保濕護手霜」、「七子玉容

美顏皂及面膜」、「無患子檸檬酵素洗衣液」，

以增進對有機耕種及中草藥的了解，提昇大家的

健康生活質素質，從而激發創意靈感。

阻身阻勢十八適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4日至1月31日、
2月21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

時間: 早上10:00 - 11: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507

費用: $480 

行行企企踎踎低之自在晚年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1月29日、
2月19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404   

費用: $480

肌本功健體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4日至1月31日、
2月21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N102 (1月24日至1月31日)
理大紅磡校舍 QR402 (2月21日至3月28日) 

費用: $480

導師: 歐陽名軒先生
(醫療輔助隊首席顧問長官、
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
香港華廈醫藥學會常務會長)

課程內容:

課程專為銀髮一族設立，在音樂節

拍當中齊來結伴全身運動，令全身

大小肌肉得以鍛鍊，大大增加肌肉

力量外更提昇筋肌柔軟度，平衡力

及協調能力，更有助改善及減低骨

質疏鬆的發生，以自然方法阻止肌

肉流失增強肌肉力量。

課程內容:

本課程專為銀髮一族設立，透過自

身行路、企立、上落樓梯、踎低起

身、坐低起身、瞓低起身來自我覺

醒、正視、改善、增強、達到筋柔

骨正、體態自如、老來健康自在的

目的。深入對不同拉筋法則有正確

深層瞭解。

課程內容: 

課程專為銀髮一族設立，透過認識

「阻力運動」及通過體驗式學習各

樣臨床阻力運動模式，在最短有效

時間內以自然方法阻止肌肉流失增

強肌肉力量，靈活全身大大小小關

節，更提昇筋肌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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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張奇麗女士

課程內容: 

面對生活和工作的壓力，日積月累引致肩頸背

痛、膝頭痛、腰背痛、頭痛等現象。痛症是最

折磨人，不但影响睡眠，甚至行動不便，減低

生活質素。香薰治療用作輔助療法，為痛者及

慢性病患者舒緩身心痛楚。配合適當的精油能

有效舒緩壓力及痛症。課堂中，從體會精油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舒緩因疼痛而造成的身體不

適，配合反射區自我按摩，相得益彰，提升生

活質素。

芳香療法 - 帶走痛症工作坊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7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 (3月14日除外)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3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417 

費用: $180

旁聽生計劃 2018-19  (下學期)

科目內容包括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管理學等
上課日期：2019年1月至4月

費　　用: 港幣$350 (計劃由長者學苑發展基金資助)

名　　額: 每科最多5位旁聽生

上課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或西九龍校園 (按不同科目而定)

報名方法: 會員請留意2019年1月份電郵資料

04 科技人生

攝影創作 (進階課程)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3日至3月6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 - 下午1: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515

費用: $480

註: 需自備可調較拍攝功能的數碼相機上課

課程內容: 

本課程為攝影創作(中階)課程，以討論學

員的實習功課為重點，指導學員使用不同

焦距鏡頭、正確操作曝光調控、運用構圖

技巧進行攝影創作。實習主題包括城市

面貌及自然風景，學員在堂上發表自己的

實習作品，由導師引導互相討論。

導師: 陳策樑先生
(前香港35攝影研究會會長、
職業訓練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
(印刷業) 前總教導員、部份攝影
作品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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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排排舞班 (進階)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28日、
2月18日至3月25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4:30 - 6:00 (共8堂)

費用:  $480

西方及拉丁排排舞初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18日至25日、
2月15日至3月22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4:30 - 6:00 (共8堂)

費用: $480

註: 各學員上課時請穿著跳舞鞋。

地點: 香港西方舞總會(九龍彌敦道525-543號寶寧大廈A座9字樓921室)

簡易中國舞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3日至1月30日、 
2月20日至3月27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N103 

費用: $480

註: 參加者需自備一條方形絲巾和一把飄扇並穿著

輕鬆服飾及鞋。

05 音樂舞蹈

課程內容:

這舞蹈是單人跳法，採用一系列相同

的舞步全體一齊跳，無須舞伴，以一

面牆為主，使學員更容易學習。拉丁

舞具有輕鬆、熱情、奔放、隨和、激

情等的魅力，音樂吸引，透過舞步抒

發內心感情，釋放壓力，增強體質，

鬆弛神經、肌肉及增進人際關係。

導師: 蘇玉萍女士

課程內容: 

練 習 中 國 舞 的 基 本 動 作 ， 用 方 形 絲

巾 做 道 具 排 練 一 個 舞 ， 並 溫 習 上 期

的長飄扇舞，學後可作表演用。

導師: 毛偉銘先生 
(香港西方舞總會會長、香港西方及
拉丁排排舞總會會長、北京體育大學
運動訓練教育學士、英國國際舞蹈教
師協會院士、英國職業舞蹈教師聯會
院士、澳洲國家舞蹈教師協會院士、
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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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中國藝術

導師: 梁明華先生

課程內容: 

書法是中國的國粹藝術，練習書法，

可以提升個人氣質，可以藉之練氣

強身健體，益壽延年。

歡迎愛好書法的會員報名研習楷書、

行書、隸書、草書。

書法研習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1月29日、

2月19日至4月9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00 - 12:0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508 

費用: $600

導師: 劉振濤先生

課程內容: 

書 法 能 培 養 專 注 ， 細 心 和 審 美 情

趣 ， 體驗中華文化的輝煌成就，亦

有休閑養生的作用。本課程從基本

入手，教授楷書，行書，隸書，各

體的結字和筆法，程度不拘，歡迎

有興趣人士參加。

休閒書法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3日至1月30日、

2月20日至3月27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407 

費用: $480

註: 學員需自備毛筆，墨汁，墨碟，墊枱用報紙或毛毡及

練習用之九宮格。

山水畫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4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00 - 3: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514 (1月21日至1月28日)
理大紅磡校舍 Z410 (2月18日至4月8日)

費用: $600

註: 同學自備羊毫大楷3支、
宣紙20張、國畫顏色一盒、
調色碟1隻、墨汁1支、墊檯
報紙及盛水器皿。

導師: 王梓溦女士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碩士，
葛量洪教育學院高級文憑教師)

課程內容:

傳統的山水畫，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的

人文精神。課程的設計，是通過教導

學員基本的用筆、運墨技巧，輔以傳

統山水圖式，使學員能創作山川、河

岸等景致。本課程歡迎初學或已有相

關認識的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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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嶺南畫風顏色鮮艷套目，兼工帶寫

意不落俗套，著重寫生和創作並會

傾囊相授，除原來的花鳥課程外，

會增添草書對聯和小動物國畫。

嶺南花鳥畫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1月29日、

2月19日至3月26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603 

費用: $480

導師: 羅仲文先生
(嶺南彩墨畫會會長)

課程內容: 

麵粉公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值得

承傳和發揚，導師樂意將制作的秘

密技巧傳予有心學習的朋友，課程

中學習創作不同外型的麵粉公仔，

包括蛇、鼠、狗、香蕉、猴子、

老虎。

麵粉公仔動物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1月29日、

2月19日至3月26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515 (1月22日至1月29日)
理大紅磡校舍 R406 (2月19日至3月26日) 

費用: $480

註: 同學自備大狼毫、小白雲、葉筋、宣紙、

國畫顏色一盒、墨汁1支、調色碟1隻、墊檯

報紙及盛水器皿。

趣味水墨畫 (中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4月2日 (逢星期二)
(2月5日除外) 

時間: 上午11:00 - 12: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902

費用: $600

註: 同學需自備狼亳筆(大/中山水)、羊亳筆
(大/中白雲)、圭筆、墨汁、宣紙、調色碟、
12色顏色一盒、盛水器及墊枱用報紙。

趣味水墨畫 (高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2日至4月2日 (逢星期二)
(2月5日除外) 

時間: 下午2:00 - 3: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513 

費用: $600

導師: 庾潤華先生
(香港中國美術會及香港紅荔書畫會
永久會員、三餘書學社會員)

課程內容:

此課程以初學者為對象，教授基本中

國水墨畫技巧：用筆、用墨、畫面佈

局及著色方法。主題為花卉、蔬果、

禽鳥、山水為主；以寫意生動淺白方

法教授，使學生更易掌握，著重提高

學生學習興趣及趣味性。

課程內容:

此課程教授中國水墨畫技巧：用筆、

用 墨 、 畫 面 佈 局 及 著 色 方 法 。 主

題 為 花 卉 、 蔬 果 、 禽 鳥 、 山 水 為

主 ； 以 寫 意 生 動 淺 白 方 法 教 授 ，

使學生更易掌握。著重創意及趣味

性，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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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研習班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18日至1月25日、2月15日至
3月29日、4月12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1:00 - 12: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V315 

費用: $600

導師: 麥漢權先生
(21廊書畫會會長、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屬會會員)

課程內容: 

本課程由淺入深，注重筆法運用、

顏色處理、畫面配搭、墨色和顏色分

配，學員通過以上研習，啟發國畫審

美潛能。

課程內容: 

務求學員在寫畫同時要用文字表達

畫 意 ， 從中學習詩情畫意，及令其

在書法中運用有所改善。

書畫同源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18日至1月25日、2月15日至
3月29日、4月12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下午2:00 - 3: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514 (1月18日至1月25日)
理大紅磡校舍 V302 
(2月15日至3月29日、4月12日)

費用: $600

註: 同學需自備羊亳筆(大/中白雲)、葉筋筆、兼毫

筆、墨汁、宣紙、調色碟、12色顏色一盒、盛水器

及墊枱用報紙。

07 西方藝術

課程內容: 

水彩用水稀釋後，加上水的流動性，

會產生一種其他繪畫類型難以達到的

自然意景，本課程透過簡易有趣的方

法，教授各種水彩技法，提升繪畫技

巧，讓學員發揮創意。

導師: 宏月華女士

註: 同學需自備18色水彩顏色一盒，300gm水彩畫紙，
水彩畫筆3-5支、中國大白雲毛筆1支，調色盒1個、
盛水器及墊枱用報紙。

趣味水彩畫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4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402

費用: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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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畫: 素描與色彩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4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3:30 - 5:00 (共10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514 (1月21日至1月28日) 
理大紅磡校舍 Z410 (2月18日至4月8日)

費用: $600

導師: 王梓溦女士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碩士，
葛量洪教育學院高級文憑教師)

課程內容: 

課程對素描的基礎知識有深入淺出的

剖析，讓學員能把握明暗、調子、透

視等視覺規律去描摹物象。課堂上培

養學員的觀察力，以達到能準確地描

繪的能力。學員能通過創作開發本有

的審美潛能，及對西方藝術產生正確

的認知。

課程內容: 

西洋美術字是西方歷史悠久的藝術

創作，源遠流長，從普通書信，以

至經文抄寫，公文制誥等都會應用。

課程旨在讓學員認識西洋美術字的

工具，基本概念、技巧及應用等。

初班主要教導哥德式字體和古英文

式字體和數字的運用。

課程內容:

進階班主要教導三種複習的書法體：

哥德式字體、古英文式字體和德國

孔斯特勒 (Kunster)字體應用。

導師: 鍾偉昌先生西洋美術字初階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5日至3月29日 (逢星期五)
(3月8日除外)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6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QR504

費用: $360 + 50 材料費

西洋美術字進階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5日至3月29日 (逢星期五)
(3月8日除外)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6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V314 

費用: $360 + 50 材料費

註: 進階同學請自備美術字鋼筆咀及墨水。 

註: 同學需自備畫簿、HB筆、2B、4B、6B素描
筆，黑色原子筆、軟擦膠、Pentel 50 色油粉彩，
12色廣告彩，盛水器皿，大、中、小號扁身水彩畫
筆，墊桌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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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文化

課程內容: 

本課程介紹圍棋規則，基本玩法及

勝負之道。適合初學及對圍棋有興

趣棋藝人士，透過圍棋培養個人修

養，增進記憶力，鍛煉頑強意志及

啟發創作思維。

導師: 庾潤華先生

課程內容: 

人體充滿70%水份，體內有健康的

水是身軀質素的保證。中外人類從

耕種水稻開始，進入文明飛躍的年

代。中國有《太一生水》的經典原

始哲理，此課程是匯通生命、文化、

哲理於水。

導師:   潘樹仁先生
(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執行委員、
濟川文化研究會創會會長)

圍棋入門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3日至3月20日 (逢星期三)
(2月6日除外)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Z413

費用: $480

課程內容: 

本課程專為喜愛中國詩詞而設，唐

代的文學，到了盛唐，詩獨領風騷，

唐詩成為中國的重要文學之一；一

面學習唐詩，一面看風景照片，欣

賞大自然的風景，讓大家有一種悠

閒的感覺，能夠漫遊唐詩天地，能

夠愛上唐詩，從輕鬆中學習中國文

化，讓中國文化融入我們的生活中。

導師: 羅玉萍女士 
(香港大學文學碩士)

漫遊唐詩天地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1日至3月22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00 - 11:3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V316

費用: $240

水文化與生命的永續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9日至4月9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1:00 - 12: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407

費用: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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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實務課程

生活應用手語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19日至4月9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2:30 - 4:30 (共8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Y508

費用: $480

導師: 陳青楊先生

課程內容: 

學習日常應用的手語、以會話、情境

對話及角色扮演，用聯想方法及學習

手語歌，增強學習效果和記憶，介紹

中、港、台、日和英文手語之異同，

增強知識和興趣。

趣味英文班

開課日期: 2019年3月6日至3月27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R402   

費用: $240

註: 課程之深度大約為中學二、三年級。

導師: 梁鎮華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

課程內容: 

第三期課程全新內容，你想腦筯靈

活嗎 ? 學英語吧!懂得外語的人不單

可以與外國人溝通，而且認知能力

會比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優勝。根據

研究顯示，學習第二語言能夠延緩

腦部衰老，增強專注和集中能力。

此 外 ， 學 習 英 語 還 可 以 和 外 國 人

或 家 中 外 傭 溝 通 ， 齊 來 學 習 趣 味

英語吧！

課程內容: 

專為年長人士設計的急救及物理治療

工作坊，包括日常生活遇到的意外，

長期病發作時的處理技巧，包括耳水

不平、腳部水腫、卧床被動運動等，

及時防止傷勢或病情惡化，理論及實

習兼備。

導師: 鍾永強先生
(前醫療輔助隊急救及災難醫療訓練教官)

急救及物理治療工作坊

開課日期: 2019年1月21日至1月28日、
2月18日至3月11日 (逢星期一)

時間: 下午2:30 - 4:00 (共6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P305  

費用: $360 + $50 材料費

所有活動及課程於1月7日 (星期一) 開始報名及開課前一個星期截止。



齡活學堂

齡活學堂 - Geron Infusion Education (GIE)-IAAE 計劃口號是「認識活齡 
提升專業機遇」，透過體驗活動，幫助不同學系的學生認識活齡人士的需要，亦為
人口老化趨勢作出準備。

此計劃由捐助機構擇善基金會、院校協同夥伴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全力支持。

第一個合作學院為設計學院的科目「Researching People, Things, and Contexts」 

計劃於十月期間共舉行了兩次活動︰

「麻雀」遊戲設計研究

透過兩代共同參與傳統中國遊戲 - 麻雀，觀察活齡人士與年輕人交流，以作遊戲設
計研究之用。活動當日歡呼聲不斷，大家都相當投入，氣氛熱鬧。

專業論壇

活動邀請了視光學權威胡志城教授及「長屋設計」創辦人之一雷煒程先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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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耕種與製作中草藥清潔用品DIY

開課日期: 201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30 - 12:00 (共4堂)

地點: 理大紅磡校舍 DE307 

費用: $240 + $60 材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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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生飯堂餐飲設施使用 

薈賢廊會員可以使用理大校園之餐飲設施，會員可使用VA座及S座的

學生飯堂。

所有活動及課程於1月7日 (星期一) 開始報名及開課前一個星期截止。

入會資格 

50歲或以上人士；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一年會籍：$150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兩年會籍：$280 (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可親臨薈賢廊辦公室填寫會員申請表，並以現金或支票方式繳交入會費用；

或填妥會員登記表格，連同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理工大學」寄回

薈賢廊辦公室。

IAA
dhiaa@polyu.edu.hk  3 4 0 0 8 9 7 0   Polyuiaa 

f 
http://iaa.apss.polyu.

edu.hk/3rdage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