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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學人生課程

1.攝影創作（初階）

導師：陳策樑先生 (英國皇家攝影會會士名
銜（ARPS）、Adobe PhotoShop認証專家（ACE）、
部份攝影作品被香港文化愽物館永久收藏)

課程簡介：認識數碼攝影的基本知識，數
碼相機的拍攝模式和程序設定。瞭解光線
和攝影的關係，學習基本攝影構圖，如何
使用快門先決、光圈先決、手動模式等，認
識數碼影像輸出流程與修輯軟件。學員在
堂上發表自己的實習作品，由導師引導互
相討論。

新一期的活學課程於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開辦，授課模式
將盡量以實體教學，但必須以安排到課室為主要原則。與此
同時，按疫情的不斷變化，活齡學院將以會員健康及安全為首
要，如有必要，活齡學院有權將餘下課堂即時改以網上Zoom
教學形式完成整個課程。學員如缺席，日後不會再作補課安排
或退款。 

如有興趣報讀之會員，請先以電話或電郵報名，報名後請盡快
將費用以劃線支票寄到活齡學院，支票抬頭請寫「香港理工大
學」，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及報讀課程，學員在開課前一星
期將收到活齡學院電郵有關上課地點的通知。並於開課前一、
兩天收到由理大另一部門發出的二維碼(QR code)電郵在當日
進入校園上課之用。

• 報名日期：由8月2日（星期一）至每科開班前三個工作日截
止。

• 報名方法：

1. 致電34008369/34008970或

2. 電郵致amyyh.wong@polyu.edu.hk
　
本期只設有網上版，沒有印刷版本派發，敬請留意。

  

開課日期：16/8 - 4/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一，下午2:00 - 3:30
費用：HK$640
學員自備：宣紙、羊毫大楷3枝、羊毫提筆4號1

枝、調色碟、國畫顏色、盛水器目、墊桌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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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學員可通過寫真，掌握到多種麻
雀的動態表達，亦能認識到竹的雙勾填彩
和潑寫的畫法。期間亦教授山石的基本構
成法和著色技巧。期望學員通過八節課，
能各有領悟，畫出麻雀棲止竹枝、石上和飛
翔竹間的作品。

2.中國畫～麻雀和竹

開課日期：16/8 - 26/8，共8堂
時間：逢星期一、四，上午9:00 - 下午1:00
費用：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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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6/8 - 4/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一，下午2:30 - 4:30
費用：HK$640

導師：陳青揚先生

課程簡介：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歷代以來有
很多有趣的傳統，本課程用輕鬆的方法，為
您介紹中國節日的特色和趣聞，如浴佛節;
中國的神話:女媧煉石補天、黃帝戰蚩尤及
百家姓氏的來源、變遷和歷史故事。

開課日期：16/8 - 4/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一，下午3:30 - 5:00
費用：HK$640
學員自備：畫簿、HB筆、2B、4B、6B素描筆、軟擦

膠、墊桌紙、色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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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課程讓學員認識不同類型貓的
特徵，懂得用素描原理表達貓的體積感，同
時能把皮毛的質感呈現。在素描基礎上可
學習如何用色彩表達。學員可自選色彩工
具：油粉彩、廣告彩、塑膠彩及油彩。期間
亦研究背景的處理，引導學員如何使作品
的主體與場景達到和諧統一。

4.西洋畫-素描與色彩～可愛花貓

開課日期：17/8 - 24/8，共2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10:00-11:30
費用：HK$160
學員自備：玻璃器皿（例如：玻璃碟）、小較剪中號

掃(1吋扁掃或平頭畫筆，掃膠水用)、盛水杯(洗掃

及畫筆用)、報紙（墊枱用）。

導師：宏月華女士

課程簡介：運用美麗的圖案和專用膠水及
專業拼貼技術，配合個人創意，可將日常平
凡的物品(例如玻璃，陶瓷，布料及木製品
等)，拼貼出獨一無二的珍貴作品，是既環
保又實用的休閒生活藝術(每堂可完成一件
物品)。

5.碟古巴特拼貼藝術

3.中國文化傳承系列～猜猜我是誰
開課日期：17/8 - 5/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10:00 - 11:30
費用：HK$640，另加材料費HK$10

導師：陳文瑤女士（許可丹尼遜健腦操®導
師及顧問(教育肌動學基金會，註册地：美國)及認
知障礙症照顧策劃師）

課程簡介：丹尼遜健腦操是認知障礙症訓
練方法之一。此課程結合中西醫理論，瑜伽
及肌動學的身體動作，整合腦部各區域，提
升認知，專注能力，促進身體協調及情緒控
制，以輕鬆遊戲方式分享成效。

開課日期：17/8 - 5/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10:00 - 11:30
費用：HK$640

導師：梁明華先生

課程簡介：書法是中國的國粹藝術，練習書
法，可以提昇個人氣質，可以藉之練氣強身
健體，益壽延年。歡迎愛好書法的會員一同
研習楷書、行書、隸書、草書。

7.書法研習班

開課日期：17/8 - 5/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10:00-11:30
費用：HK$640

導師：歐陽名軒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醫療
輔助隊首席顧問長官，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香
港華夏中醫學院顧問院長，首屆全香港優秀長者課
程金獎導師）

課程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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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阻身阻勢十八適

6.認知障礙症系列～丹尼遜健腦操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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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7/8 - 14/9，共5堂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2:00 - 3:30
費用：HK$400，另加材料費HK$10

導師：陳文瑤女士（許可丹尼遜健腦操®導
師及顧問(教育肌動學基金會，註册地：美國)及認
知障礙症照顧策劃師）

課程簡介：蒙特梭利教學法是認知障礙症
訓練方法之—。此課程以輕鬆遊戲方式認
識認知障礙症，同時介紹此教學法的歷史
及教學法的五大範疇，以及在認知障礙症
訓練上的應用。

開課日期：17/8 - 5/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2:30 - 4:30
費用：HK$640

導師：陳青揚先生

課程簡介：用輕鬆簡易方法，透過譯音，聯
想和活動，體驗日本地理、文化、日常應對、
購物、娛樂，令日後旅遊更方便，開口就說，
不靠死背硬記。

11.輕輕鬆鬆學日語

開課日期：17/8 - 5/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2:30 - 4:00
費用：HK$640

導師：歐陽名軒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醫療
輔助隊首席顧問長官，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香
港華夏中醫學院顧問院長，首屆全香港優秀長者課
程金獎導師）

課程簡介：年紀越大，跌倒後果越嚴重（例
如引致骨折），若在獨處時發生，甚至可能
會因失救而導致死亡。本課程專為”下肢問
題及防跌”重點而設計，針對性講解預防和
紓緩下肢問題方法，並透過自我覺醒、改
善、增強、新體驗來認識 ”防跌”，及通過體
驗式學習各樣臨床訓練動、靜態平衡能力
與下肢肌力運動，在最短有效時間內以自
然方法增進身體姿勢平衡控制能力。

10.解痛防跌實務班

9.認知障礙症系列～蒙特梭利教學法之應用

開課日期：18/8 - 13/10，共8堂（22/9除外）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640

導師：胡悅容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
碩士）

課程簡介：講解一些饒富趣味有關日本民
族、歷史、文化等專題，同時引領學員探索
一些值得香港借鏡和思考的日本社會現
狀，從而令學員加深認識日本文化面貌。當
學員日後有機會踏足彼邦時，就已有知識，
增添旅遊樂趣。爲使課程内容更多樣化和
深度化，導師會按課程需要，邀請嘉賓導師
出席課堂就某些有趣的日本文化專題向學
員作講解。

開課日期：18/8 - 13/10，共8堂（22/9除外）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0:00 - 11:30

費用：HK$640

學員自備：毛筆，墨、九宮格或是宣紙，墊枱布，

墨等等。

導師：劉振濤先生（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理
事，香港海濤彩墨畫會理事）

課程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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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休閒書法班

開課日期：18/8 - 29/9 ，共6堂（22/9除外）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480，另加材料費HK$540

材料費包括：鮮花、花泥、培養土、花籃、乾花、相架、

膠水、膠紙、鐵線、水苕等。

導師：甘雪芬女士

課程簡介：著重實用性，把花藝帶入日常生
活上，課程內容包括花盆、手綁花、相架、花
藝、苔玉、浮游花、手腕花等。課堂亦會介
紹花材,講解鮮花處理,顏色配襯等技巧。

14.實用花藝課程（三）

13.日本文化有多Fun?（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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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8/8 - 8/9，共4堂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1:00 - 下午1:00
費用：HK$320

導師：鄧樹鴻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電腦
學榮譽理學士學位、香港理工大學知識管理理學
碩士）

課程簡介：本課程介紹現時非常受到大家
關注的即時通訊軟件Signal及Telegram，從
安裝軟件、開設帳戶、建立群組、發送訊息
等，到各項私隠設定及操作均會作詳細講
解，讓學員與親友時刻保持聯絡。

開課日期：18/8 - 15/9，共5堂
時間：逢星期三，下午2:30 - 4:30
費用：HK$400

導師：鄧樹鴻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電腦
學榮譽理學士學位、香港理工大學知識管理理學
碩士）

課程簡介：導師會帶領大家認識網上安全
的基本知識，並引導討論，內容包括安全的
網上社交網絡活動、私隱威脅、惡意內容或
惡意程式碼、身份盜竊等，同時也讓學員認
識基本密碼管理概念、雙重認證等。

17.資訊科技系列～網上安全你要知

開課日期：18/8 - 13/10，共8堂（22/9除外）

時間：逢星期三，下午2:30 - 4:00

費用：HK$640

導師：陳令先生（國家認可推拿師、香港中文
大學中醫學院中醫骨傷推拿文憑）

課程簡介：足部按摩歷史悠久，主要通過剌
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區來調節人體各臟腑之
功能，方便易學、效果良好。

16.足部自我保健按摩班

15.資訊科技系列～通訊軟件篇（Signal及Telegram）

開課日期：18/8 - 13/10 ， 共8堂（22/9除外） 

時間：逢星期三，下午2:30 - 4:30

費用：HK$640

導師：陳青揚先生

課程簡介：手語是人類溝通最原始的方法，
近代尤為著重人際關係，照顧傷健社群。透
過遊戲、情境練習、默劇來表情達意，「無
聲勝有聲」！趣味、輕鬆一學就會的手語，
您也來試試吧!

開課日期：19/8 - 7/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640

導師：陳瑞芬女士

課程簡介：主要鍛鍊帶氣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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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骨骼密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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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楊家八式太極班暨坐式太極教學

18.趣味活學手語

開課日期：19/8 - 9/9，共4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320

學員自備：將於稍後補上。

導師：吳崇傑先生（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藝術評賞及創作專業文憑、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執行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審批員）

課程簡介：懂得生活是一種享受，在慢活人
生中，如能透過手作實踐可於平凡生活裡
增添一點樂趣。本課節包括（一）手作膠印
章制作：使大家可以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獨特印章。（二）金屬押花製作：利用生活
物品制作成古典感覺物件。（三）立體相架
fotomo：把平凡的平面照片變成有層次的
立體相架。（四）簡易錫紙畫：沒有失敗的小
兒科創作。

19.療癒工作坊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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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9/8 - 9/9，共4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2:30 - 4:00
費用：HK$320

導師：吳崇傑先生（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導賞校友會會長）

課程簡介：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昔日
生活方式與今天比較已變化了不少，很多片
段已成為了大家的集體回憶。本課堂逐一
與大家舊地重遊舊地懷緬一下，尋求昔日的
情境，並探討有關景況與現狀的發展。內容
包括茶樓篇，街市篇，戲院篇和百貨零售篇
等等。

23.導賞系列~懷舊篇

開課日期：19/8 - 26/8，共2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1:00 - 中午12:30   

費用：HK$160

導師：鄒松堅先生

課程簡介：旨在介紹從美學角度解構古建
築賞析及美學藝術，主要以幻燈片與短片
講解中國古建築的整體美學與實體構建，
學員可從中理解欣賞之道。

22.中國古建築之美

開課日期：19/8 - 7/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3:00 - 4:30
費用：HK$640
學員自備：廣西夾宣，山馬小一枝，蘭竹，花枝肖

各一枝，國畫顏料、墨汁、膠水兜 、墊枱布。

導師：羅仲文先生（嶺南彩墨畫會會長）

課程簡介：研習基本錦鯉肢體結構為基礎，
透過鉛筆勾線、墨色素描、著色訓練、花卉
結合、繪畫多款色彩斑斕的錦鯉，送禮或自
賞皆宜。

開課日期：19/8 - 7/10，共8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2:30 - 4:00
費用：HK$640

導師：歐陽名軒先生（香港特別行政區醫療
輔助隊首席顧問長官，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香
港華夏中醫學院顧問院長，首屆全香港優秀長者課
程金獎導師）

課程簡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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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得以鍛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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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肌本功健體班

開課日期：19/8 - 9/9，共4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2:30 - 4:00
費用：HK$320

導師：黃媈群女士（歐洲精品咖啡協會認可
專業咖啡師）

課程簡介：義式咖啡?無咖啡因咖啡?走入
咖啡店，各式各類的飲品，如何揀選自己的
喜愛。今期一齊探索。同時，教你在家中自
製義式泡沬咖啡，淺嚐無咖啡因的咖啡味
道。

24.「咖啡+生活」百科探索（一）

26.國畫系列～錦鯉

開課日期：19/8 - 9/9，共4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30 - 中午12:30

費用：HK$320，另加材料費HK$160

導師：植秀儀女士（曾獲康文署頒發<社區苗
圃最佳收成獎>、臺灣ACP認證園藝治療師、日本
和諧粉彩準指導師、榮獲全港優秀長者課程導師
金獎(2019)）

課程簡介：中藥源遠流長，在香港，成行成
市的藥材舖，街頭巷尾的涼茶舖，郊遊時欣
賞的花草樹木及家家戶戶的老火湯，中藥文
化已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們的健
康息息相關。故以趣談的方式，融合每味中
藥的來源習性，製作相關之中草藥日用品 
DIY，及初探園藝治療的領域，以增進大家
對中草藥及園藝治療初步的認識，提昇大
家的健康生活素質，從而激發創意靈感。

21.中草藥日用品DIY及園藝治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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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20/8 - 10/9，共4堂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00 - 11:30

費用：HK$320

導師：羅玉萍女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

課程簡介：李白、白居易、杜牧和溫庭筠是
唐代著名詩人，他們的心路歷程在唐詩中
展現出來；而現代音樂人將他們的作品編
曲，與更多人共鳴。

開課日期：20/8 - 10/9，共4堂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320

導師：潘劉歡團女士（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
冊中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內科碩士畢業）

課程簡介：根據陰陽五行配合五臟六腑，
以飲食和穴位養生的方法，調補和加強身
心健康，達致天人合一，防疫治病，事半功
倍，及早實行，裨益無窮。

28.中醫養生系列～未病先防保安康

開課日期：20/8 - 24/9，共6堂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480

學員自備：將於稍後補上。

導師：鍾偉昌先生

課程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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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技。進
階班主要教導三種複習的書法體和應用。

29.西洋美術字進階

27.唐詩與現代音樂的柔合
開課日期：20/8 - 24/9，共6堂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2:00 - 3:30
費用：HK$480
學員自備：將於稍後補上。

導師：鍾偉昌先生

課程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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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班主要教導兩種書法體和
數字的運用。

開課日期：20/8 - 10/9，共3堂（3/9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2:30 - 4:00

費用：HK$240

導師：潘劉歡團女士（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
冊中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內科碩士畢業）

課程簡介：認識肝臟、脾胃、秋冬咳嗽與人
體的關係，主要生理功能與護治、穴位應用
及養生食療。

31.中醫養生系列～活出健康好體魄

開課日期：1/9 - 8/9，共2堂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0:00 - 11: 30
費用：HK$160
**導師將會提供易筋棒一支及演練示範

視頻一套。**

導師：韋寶華先生（“活齡易筋棒”創辦人）

課程簡介：易筋棒共有十式，主要活動身體
四肢及各關節，包括手腕、肩肘、膊頭、頸
項、腰關節，可以防禦及治療坐骨神經痛、
彈弓手、網球手、50肩等疾病的效用，最適
合銀齡一族。

32.活齡易筋棒

30.西洋美術字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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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2/9 - 16/9，共3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用：HK$240

導師：鄺耀輝先生

課程簡介：當遇到意外發生或突發疾病時，
我們應該怎麼辦？在這課程中，會介紹各種
急救方法，包括中、西急救技術和護理知
識，並且為家居意外發生的傷者施行救助
及進行急教練習。課程範圍包括:熱衰竭、中
風、觸電、輔助心肺復更生法、休克、暴寒、
腹痙攣、小腿肌肉抽筋、發羊吊等等。

開課日期：3/9 - 24/9，共4堂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320

導師：吳崇傑先生（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藝術評賞及創作專業文憑、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執行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審批員）

課程簡介：畢卡索說「家家都有藝術家」，
近代眾多藝術家都認為兒童藝術是創意源
頭。本課堂除介紹畢卡索、米羅、馬蒂斯、
盧梭，夏卡爾和克利等藝術家作品外，還對
照兒童畫作品，並探討兩者共同和差異之
處。適合要與小朋友相處或對藝術及兒童
藝術有興趣者。

34.【藝術家認識系列】～跨代共融篇

開課日期：6/9 - 27/9，共4堂

時間：逢星期一，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320

學員自備：將於稍後補上。

導師：霍慧君女士（Japan Paper Art 
Association會員）

課程簡介：手工藝具療癒作用，並且可以增
強手、腦的協調。本課程主要教授日式折花
技巧，藉此塑造不同形態的花朵，撮合成小
花一束，適合送禮或家居擺設。

35.紙藝工作坊～Bouquet

33。急救實習體驗班
開課日期：16/9 - 23/9，共2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2:30 - 4:00 
費用：HK$160

導師：楊式源先生

課程簡介：我們正處於資訊年代，媒體經常
引用一些似明非明的科技名詞，例如：電子
加密貨幣、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機械
人、電腦病毒等等。講者將用一些容易明白
的方法，淺談電腦及網絡的運作原理，以及
一些常見的科技名詞。完成課程後，基本上
你有足夠的科技知識去了解這個資訊年代
的訊息。

開課日期：17/9 - 22/10，共5堂（1/10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30 - 12:30

費用：HK$400

導師：鄧樹鴻先生（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電腦
學榮譽理學士學位、香港理工大學知識管理理學
碩士）

課程簡介：本課程介紹於現時疫情影響下，
如何利用智能手機，無論在飲食、購物、聯
誼等各方面，都可以讓大家安坐家中，便能
滿足生活上各項日常的需要。

37.資訊科技系列～疫情下之食、買、社交篇

開課日期：17/9 - 15/10，共4堂（1/10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2:30 - 4:00

費用：HK$320

導師：潘劉歡團女士（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
冊中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內科碩士畢業）

課程簡介：幫助學員認識骨質疏鬆的發生，
以及哪些人比較容易患上;了解頭痛、腰
痛、膝痛的成因、分型、生活護理和穴位按
摩。

38.中醫養生系列～骨質疏鬆及痛症的認識和護治

36.淺談科技常見的名詞（網上Zoom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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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17/9 - 22/10，共5堂（1/10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下午2:30 - 4:00

費用：HK$400

導師：吳麗霞女士

課程簡介：課程教授日常生活常用的
Google流動應用程式和使用秘技，包括網
絡智能搜尋（以語音或圖片搜尋）、電郵通
訊、日曆活動事項提醒、記事和清單提醒、
雲端相簿分享及共用、雲端硬碟備份與儲
存及YouTube影片娛樂，掌握Google使用
的要訣豐富生活樂趣。

開課日期：20/9 - 30/9，共8堂 

時間：逢星期一、四，上午9:00 - 下午1:00 

費用：HK$640

導師：陳策樑先生（英國皇家攝影會會士名
銜（ARPS）、Adobe PhotoShop認証專家（ACE）、
部份攝影作品被香港文化愽物館永久收藏）

課程簡介：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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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在堂上發表自己的實習作品，由導
師引導互相討論。

40.攝影創作（進階）

開課日期：23/9 - 21/10，共4堂（14/10除

外）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30 - 中午12:00

費用：HK$320

導師：

鄺耀輝先生 (香港導賞員學會（古蹟組總監）) 

吳崇傑先生（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導賞校友
會會長、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藝術評賞及創
作專業文憑）

課程簡介：開埠初期，香港是一個漁港，後
來人口漸多，而宗教信仰亦隨著人口增多也
變得多樣性。廟宇教堂等建築各具特色，因
應不同宗教信仰和教義而有不同風格和功
能，本課堂會與大家分享當中頗具特色的
廟宇和教堂。在欣賞特色建築之餘，另外亦
會教曉大家怎樣繪製一張明信片和製作一
張立體相片。

41.導賞系列~宗教建築篇

39.資訊及通訊科技～手機應用(活用Google雲端Apps豐富生活樂趣)

開課日期：20/8 - 15/10，共8堂（1/10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1:00 - 中午12:30

費用：HK$640

學員自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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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庾潤華先生（香港中國美術會執行委
員、香港紅荔書畫會永久會員）

課程簡介：教授基本中國水墨畫技巧：用
筆、用墨、畫面佈局及著色方法。主題以花
卉、蔬果、水族、山水為主；用寫意生動淺
白方法教授，使學生更易掌握。著重創意及
趣味性，提高學生學習及創作興趣。

42.寫意水墨畫初班

開課日期：20/8 - 15/10，共8堂 (1/10除外)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10:00 - 中午12:00

費用：HK$640

導師：胡悅容女士（香港大學Space韓語高級
證書）

課程簡介：本課程開辦目的是因應現今各
界對韓語學習的需求，以輕鬆學習的模式，
教授學員生活韓語。日後學員無論是觀看
韓劇、韓電影、音樂、到韓國餐廳用膳或踏
足韓國觀光時，可運用所學，增添接觸韓國
文化和旅游的樂趣。

43.齊來輕鬆學韓語(第三章) 

寫意水墨畫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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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藝工作坊

園藝治療初探

蝶古巴特拼貼藝術

國畫系列：錦鯉

導賞系列
休閒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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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聽生課程2021-22（上學期）

旁聽生課程2021-22（上學期）科目內容包括心理學、

社會學、文學、管理學等等

• 上課日期：2021年9月至12月 
• 費用：港幣450元
• 名額：每科最多5位旁聽生 
• 上課地點：網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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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份的電郵資料

「友導共學」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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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021 - 6/9/2021，共4堂

• 時間：逢星期一，上午10:30-中午12:00

• 費用：免費

• 報名方式：

1. 致電34008970，或

2. 電郵至amyyh.wong@polyu.edu.hk，聯繫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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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計劃」

ERB僱員再培訓局【意見調查訪問員基礎證書】AA001DS第九班

於5月結束為期19天的課程。此課程包括專業的意見調查訪問知識

教學，以及導師親自帶領的意見調查訪問實踐。大部分學員表示，

從課程中學習到非常多。課程結束後，學員更去到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參與中心的電話研究員訪問工作，僱主反應良

好。未來，活齡學院會繼續舉辦同一課程，請大家繼續關註下期報

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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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有愛 家家築愛
第三屆「代代有愛•家家築愛」計劃

由理工大學活齡學院主辦的第三屆「代代有愛·家家築愛」計劃即

將接受報名，此計劃承蒙李錦記家族基金贊助，參加者費用全免。

對象為希望提升家庭幸福及建立和諧多代關係有興趣; 及已達50

歲或以上之退休人士或將退休人士，歡迎公眾人士報名參加。

報名日期及詳情請參閱附件海報。

如有任何疑問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3400 8972  / 3400 8970聯絡

May。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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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有愛 家家築愛 活動回顧
【代代有愛•家家築愛】第二階段「築樂」活動

今年有十個「代代有愛·家家築愛」的參加者入選第二階段「築樂」活

動，獲得資金贊助籌辦自己的家庭項目。由五月活動開展至今，已有多

個參加者成功籌辦及完成他們夢想的家庭項目，可喜可賀！聽聽部分

參加者於完成活動後的心聲。

項目名稱: 三代同堂歡樂在大澳

蕭福宏：鳴謝李錦記家族基金的贊助及理大活齡學院的協助，使我們

三代同堂能在大澳漁村歡度一個快樂的時光, 尤其是我們可在著名的

大澳文物酒店內度過了愉快的宅度假。

項目名稱: 三人造蛋糕，三代同慶祝

周德昌：籌備家庭項目的過程，能令全家人有共同目標，整個家庭一

齊嘗試新事物，使家庭增加團結。

項目名稱: 小島遊歷滿載愛，兩代共享家人情

譚惠恒：從一家人開始構思、商議活動內容及可行性, 到各自分工，感

覺大家像夥伴般合拍。感謝IAA主辦及李錦記家族基金的贊助，讓我

們在疫情中雖然戴著口罩但有一個非常愉快難忘的時光。



28 29

活齡開心速遞
由和富社會企業及Wellness Hub身心型造所全力支持的【活齡開心

速遞】項目第三屆活動隨著一連四節的訓練完結後，十位義工學員們

已俱備了基本的健康知識與實踐技能，準備好為區內的長者「速遞」

開心、關懷和發放正能量。疫情反覆影響下，義工團隊終於在5月及6月

出動喇！

義工學員們會在未來日子繼續為區內長者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持及關

懷，盡一己所長發揮「活齡」精神。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義工學員，

為他們的貢獻打打氣！好讓他們在日後繼續為社區服務，帶來最大的

禆益，共同建立活齡開心健康生活！

在未來，還有更多由和富社會企業及Wellness Hub身心型造所支持的

更多關愛長者的活動，請繼續留意活齡學院的消息。

活動回顧

第三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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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齡開心速遞

活動二中，曾經參與過「活齡開心速遞」訓練的會員們於6月19日來到

尖沙咀街坊會松柏鄰舍活動中心，與油尖旺社區內長者開展「面對面

開心健康講座」活動。活齡學院會員們戴上理大研發的PU30清洗重

用口罩，向長者們傳授關於高血壓的知識，包括如何避免高血壓病、如

何保持穩定的血壓水平及如何正確地量度血壓水平等。活動當中更有

由會員們為長者量度血壓的互動環節，令長者們能夠活學活用，將高

血壓的健康知識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活動回顧
關愛一線牽

活動一為與ELCHK信義會合作的「關愛一線牽」活動，從5月起，會員們

來到香港理工大學校園，打電話慰問沙田區及馬鞍山區的獨居長者，

並將他們從「活齡開心速遞」項目中學習到的健康知識，融合傳達給

電話另一端的地區長者們。此活動將持續到7月底，為更多社區長者帶

來愛心慰問。

面對面開心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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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齡教室新體驗
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2021活齡課室新體驗」計劃已經圓滿完

成第一所中學的活動。

接下來，我們將會進入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和潮州會

館中學進行交流和活動，敬請期待！

活動回顧

應潮州會館中學邀請，活齡學院數位會員與項目同事一同出席首屆「

動 人時刻 校園動物大使小訓練班」結業儀式。我們不但學習到動物的

生理及情感需求，還與受訓動物親密接觸，了解到動物保護的知識及

相處技巧。

媒體報道：星島日報：動物大使校園宣揚愛護毛孩

連結: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59101

「動 人時刻 校園動物大使小訓練班」結業儀式

202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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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SS跨代共學5Cs班
學院有幸獲得「李錦記家族基金」與「擇善基金會」贊助，與浸會大

學共同舉辦「I - GESS 跨代共學5Cs 班」計劃。

計劃簡介:

「I - GESS 跨代共學5Cs 班」旨在連結五個不同群組（即5Cs班），

以共同設計及策劃跨代共學等活動作為契機，讓年青人透過更廣闊

的視野來了解社會，理解現實中各個層面的情況以及所需特性，同

時亦相向地啟發長者從年青人的角度去探索社會的多樣性。

本計劃將於八月下旬開始接受報名，請留意活齡學院資訊，勿失良

機。

計劃簡介:

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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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齡學院開心義工隊

「關愛一線牽」服務已於5月25日正式開始喇！

義工以2人小組的模式，透過電話問候居住於沙田及馬鞍山區的獨居

長者。在活動中，義工們不但了解到獨居長者的需要，更逐漸摸索到

與長者交流的技巧！期待之後的時節義工們能夠繼續以遙距模式關懷

到更多的獨居長者，於沙田近馬鞍山社區中傳遞更多正面及健康的資

訊。

2021.5月-7月

關愛一綫牽

活齡學院的「耆樂天使」服務前培訓已於5月27日及6月2日順利完成。

今次培訓我們邀請到合作機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外展專業服務隊的

陳婧瑜女士、方敏芝女士及譚詠珊女士主講。內容包括講解自立支援

原則、義工帶領活動的技巧及實務等知識。在培訓中，導師更特别安

排了簡單的蒙眼及飲水體驗活動，讓義工們能夠代入及理解安老院長

者的感受，進一步加強義工們的同理心及為安老院長者服務的決心。

活齡學院的義工們現已裝備了服務安老院長者的知識及正面態度，期

待6月至9月正式服務時，能夠於疫情下提高院友的生活趣味並為他們

帶來點點温暖！

2021.6月-9月

耆樂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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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研討會

活齡學院總監白雪博士受到創匯點邀請，主持”「隔籬」生活策略 – 科

技新「耆」育成記“網上分享會，分享疫情下建立跨代共融、長者友善城

市的舉措及新點子。電子科技愈嚟愈先進同方便，好多機構都有為老

友記開辦手機/電腦班，機不離手再唔係年青人嘅專利。加上疫情限制

社交距離，好多時要靠網絡同外界、親友保持聯繫，大大加速咗跨代

數碼共融嘅發展。

2021.6.4

“「隔籬」生活策略 – 科技新「耆」育成記”網上分享會

在友好機構詠翔（香港）及MIPCRC精神健康資訊滙的支持下，活齡學

院有幸邀請到關天敏大律師為我們帶來「與照顧家庭財政的重要文

件：遺囑及持久授權書」講座。本次講座觀衆反響熱烈，逾176人觀看

本次直播。關天敏大律師從介紹基本的遺囑及持久授權書之作用，至

帶領觀衆認識訂立時所需要留意的重點（例如涉及的相關法律）以及

訂立時要注意的精神狀況，並為觀衆解答了十數條法律疑問，爲他們

免除憂慮，保障自己及家人的財產安全。

2021.6.10

「照顧家庭財政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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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齡精彩時刻

感謝出席迎新會的會員以及為活齡學院課程作介紹的導師們！歡迎各

位新會員加入我們的大家庭，更多活動期待各位的加入，一起「活學

未遲 開心此時」！

若想回顧當時的熱鬧氣氛，請瀏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AaQzj8lOY

活齡學院2021夏季迎新會
202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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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齡精彩時刻
活齡學院受邀成爲「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1」學術合作夥伴
2021.8月-9月

「同理設計大使」
2021.6

很高興我們的活齡學院會員能成爲「同理設計大使」，參與由香港理

工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助理教授林枝衍博士領導的「同理設計服裝

社區織網計劃」。活齡學院會員通過參與培訓班，對紡織表達藝術及

時裝設計的理論瞭解加深；他們亦出席了不少關於護理紡織品及季

節穿搭資訊的講座。最後，他們成立了流動縫紉小隊為社區中的長者

及照顧者提供幫助。相信大家在整個參與過程獲益良多。

歡迎大家收看回顧短片，體會他們的快樂與愛心：https://www.you-

tube.com/watch?v=aOt9qqbhMm0

最後，再次祝賀林博士領導的該計劃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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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創新思維 應對老齡化

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是首創推動人口老化議題的變革性活動及互

動協作平台。嶄新的一站式體驗盡在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1！

今年，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將以線上及廣為人知的實體形式混合進

行，讓大眾能就人口老化議題進行無界限的交流。

參加者能參與高峰會討論的嶄新話題，並觀看展覽會老齡化行業的創

新產品和服務。此外，通過長達一個月線上展覽暨高峰會，與外地人士

交流，探討各地的老齡化問題。

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1
1. 登記入場參加網上展覽暨高峰會

以｢想·創·智齡城市｣為主題，第六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將以網上

和實體的混合模式舉行，為參展會員提供雙重曝光機會，同時吸引世

界各地的觀眾網上參與。實體活動將於2021年8月27-29日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而網上活動將於202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網上進行。

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zh-hant/

gaes2021/virtual/online-registration 

2. 申請參加展覽暨高峰會

參展會員能夠展示自己的創新產品和構思，並可以享受一站式的展覽

服務和全年支持，提升品牌形象，拓展無限商機。參展會員更可以選擇

參加我們的虛擬展覽，將業務面向世界各地。合資格的參展會員更可

申請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資助高達50%參展費用。

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zh-hant/

gaes2021/physical/take-part-gaes-2021

3. 智齡世代大獎

隨著全球老齡人口激增，一連串嶄新的商機應運而生。由黃金時代基

金會創辦的首屆【智齡世代大獎】，旨在表彰為黃金一代帶來優質、享

有獨立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傑出服務、產品及計劃；促進創新的理念和

行動，重塑未來智齡城市。評審將根據參選項目的創新性、可擴展性

和可持續性、認受程度、成功案例、協作程度，以及整體用戶體驗作評

核。

報名詳情：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zh-hant/sa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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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你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康復科學系工作人員曹原博士與岑浩強教

授進行的“青年人和年長者的社會認知-行為研究”項目。

參與項目期間你將在電腦上玩一個拋接球遊戲，即扔球或接球。這個

遊戲分為4個部分，每個部分持續約5分鐘。每個部分結束之後請你根

據剛才的遊戲體驗回答一些問題。除此之外，還會邀請你填寫一些問

卷。整個實驗過程約30分鐘至1小時。

你的參與將幫我們更好的了解，年齡對社會認知是否有影響，從而幫

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年齡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此研究誠意邀請符合以下條件的參加者：

- 年齡為65歲或以上

- 沒有嚴重的情緒或心理問題，也沒有精神疾病病史

- 沒有明顯的腦功能退化問題（例如認知障礙症）

如想報名或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Sally曹原博士和她的同事：3400 

2667，或發電郵至 sally-yuan.cao@polyu.edu.hk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曹原博士

研究對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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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指南

1. 50歲或以上人士；
2. 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一年半會籍：＄160（即日至2022年12月31日）
4. 可親臨活齡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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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回活齡學院辦公室（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陳鮑雪瑩
樓R505室）。

聯絡我們

理大活齡學院

陳鮑雪瑩樓R505室

3400 8970 dhiaa@polyu.edu.hk Polyuiaa 活齡學院 polyuiaa

1. 必須在校園及課室內戴上口罩 
2. 最少保持1.5米社交距離 
3. 如當天有發燒、身體不適、在工作坊/講座前14天內曾有境外旅遊記

錄的人士或居住大廈有確診個案者，請預早通知活齡學院並留家休
息

防疫須知

惡劣天氣的安排

已開始的活動將繼續進行，活齡學院職員會根據當時情況決定是否提
前終止活動。

活齡學院官方網站

更多精彩資訊，請瀏覽：https://www.polyu.edu.hk/apss/iaa/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