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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成人及長者活動 
成人及長者活動(歡迎自組興趣班，詳情請向中心協商。) 

AM02 剪髮服務 
內容：在農曆新年前為長者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日期：1 月 18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本中心 
對象：60 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備註：需預先登記 
 

AM03 新春樂融融 
內容：與小朋友一同透過賀年歌、遊戲等慶祝新春。 
日期：1 月 2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            名額：20 人  
費用：$20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AG06 長者健康講座 之 睡眠健康 
內容：透過講座了解長期失眠的成因、影響及一些不適當的處理方法，以及

如何建立健康的睡眠習慣。 
日期：25/1/2022(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對象：長者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講員：衛生署職員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備註：本講座與衛生署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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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01 厚恩粵曲會知音  (恆常課程) 

內容︰為成人及長者提供欣賞及學習中國傳統粵曲文化的機會。課堂會深入
淺出地讓參加者輕鬆地學習粵曲。包括：發聲方法、叮板、工尺譜、
丹田氣及各種曲牌的結構及樂理等。 

日期：3/3 - 5/5 (逢星期四)  每期：10 堂 
時間：上午 9:30 - 11:30  
對象：有興趣之成人   名額：30 人 
費用：$320 / $370 / $22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導師：湛潔雲、麥蓮英、麥煒嬋 

(觀華遊樂社導師)  
 

AI14 創意黏土班 
內容：教授製作不同的黏土作品，讓長者透過黏土製作訓練手部活動的靈活

性和激發創意。透過作品分享，促進與親友之間的互動。另外亦會安
排將學員的作品以實物或照片的形式展覽，增加個人成就感。 

日期：16/2-2/3（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堂數：3 堂 
對象：長者      名額：10 人 
費用：$60/ $110 / $6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導師：李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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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課程 

AI 17 「衣食住行」生活英語 
目的：以衣食住行為主題，讓學員從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的事物中學習英語，使學習 

   更輕鬆有趣，並提高學員使用英語之信心。 

內容：第一節：衣服篇(1)     第五節：住家篇(1) 

   第二節：衣服篇(2)     第六節：住家篇(1) 

   第三節：飲食篇(1)     第七節：出行篇(1) 

   第四節：飲食篇(2)     第八節：出行篇(2) 

日期：13/12/2021 - 21/2/2022 (逢星期一)，(27/12、3/1、31/1 暫停)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堂數：8 堂   導師：李天佑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AI19 Sing 聲雙識(英文生字班) 電影音樂篇 
內容：第一節：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 1956) 

   第二節：What is a youth? (Romeo and Juliet 1968) 

   第三節：Memories (Cats 1982)  

   第四節：Oh,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1990) 

   第五節：Only You (And You Alone) (GHOST 1990) 

   第六節：Un-Break My Heart (Final Analysis 1992)  

   第七節：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Evita 1996) 

   第八節：I Believe I Can Fly (Space Jam 1996)  

   第九節：How Do I Live (Con Air 1997) 

   第十節：The Call (Chronicles of Narnia: Prince Caspian 2008) 

   第十一節：A Thousand Years (The Twilight Saga: Breaking Dawn 2011) 

   第十二節：Never Enough (The Greatest Showman 2017) 

日期：7/3/2022 - 13/6/2022 (逢星期一) ，(18/4、2/5、9/5 暫停)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堂數：12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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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18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基礎篇(B) 
目的：隨著智能電話越來越普及，很多長者擁有個人的智能手機。為讓長者們能夠與 

   時並進用社交平台以獲取最新生活資訊及與外界保持聯繫，課程透過教授學員 

   使用智能電話的社交應用程式，讓學員了解如何從互聯網獲取更多實用的生活 

   資訊並與外界保持聯繫，同時提高對保護個人私隱的意識；期望藉此優化他們 

   的生活質素並提昇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內容：第一節：認識自己的裝置    第二節：認識你的手機基本設定 

   第三節：認識手機的操作    第四節：認識時鐘類型及行事曆 

   第五節：認識 GPS 及尋找路線   第六節：認識網上電視及影視程式 

   第七節：認識翻譯功能 

日期：15/12/2021 – 26/1/2022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1 時 15 分至下午 3 時 15 分 

堂數：7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AI20 智能電話應用班 – 社交篇(A) 
目的：隨著智能電話越來越普及，很多長者擁有個人的智能手機。為讓長者們能夠與 

   時並進用社交平台以獲取最新生活資訊及與外界保持聯繫，課程透過教授學員 

   使用智能電話的社交應用程式，讓學員了解如何從互聯網獲取更多實用的生活 

   資訊並與外界保持聯繫，同時提高對保護個人私隱的意識；期望藉此優化他們 

   的生活質素並提昇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內容：第一節：認識你的智能手機基本操作 第二節：認識檔案分享方法 

   第三節：認識 WhatsApp 的基本設定 第四節：認識 WhatsApp 的使用 (1) 

   第五節：認識 WhatsApp 的使用 (2) 第六節：認識保護智能手機 

   第七節：認識網上直播軟件的使用 

日期：3/3/2022 – 14/4/2022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1 時至下午 3 時 

堂數：7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自在人生自學課程 

 
報名方法﹕請參考刊物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收費 

CBMP 

1005CT 

學習有方 

探討不同的學習方法，藉此提升你的學習效率及成

效；協助學員認識成人學習的特點，從而有效地運

用各種媒體進行學習；協助學員為自己擬定學習計

劃和模式，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李嘉進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1/3 - 13/6 

(逢星期一) 

(18/4、2/5 及

9/5 暫停)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80CT 

幼兒閱讀 

陳述創建家庭閱讀文化的重要性及有效方法；闡述

非故事類幼兒讀物的種類和價值，及使用時的注意

事項；闡述英語閱讀與學習英語的關係及進行英語

親子閱讀的技巧；解釋有關幼兒閱讀的常見問題。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蘇世恩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5/3 - 10/6 

(逢星期五) 

(15/4 及 3/6

暫停) 

10:00 a.m. - 12:30 p.m. 

10 15 $350 

CBMP 

1046CT 

照顧孩子的 

特殊多元 

學習需要 

辨識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的身心特徵和學習

需要；正確看待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積極

與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參與共融社區活動。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蘇世恩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2/3 - 31/5 

(逢星期二) 

(5/4 暫停) 

10:00 a.m. - 12:30 p.m. 

 

10 15 $350 

CBMP 

1037CT  

子女教育 

闡述如何處理子女情緒問題，以及協助子女應付逆

境和壓力的方法；概述如何協助子女選擇合適的升

學途徑及規劃其職業生涯； 與子女和孫兒女的相處

之道，並說明妥善處理彼此衝突的方法。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黃詠思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14CT 

與青少年 

溝通技巧 

針對一些流行文化和社會現象，說明與青少年溝通

的技巧；釋述一些問題青少年所表現的特徵，和產

生問題的原因；簡述與問題青少年溝通的輔導技巧。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蔡皓生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4/3 - 26/5 

(逢星期四) 

7:15 p.m. - 9:45 p.m. 

10 15 $350 

CBMP 

1015CT  

解開心結 

解釋個人心理及生理上出現困擾的原因，以及有效

處理困擾的方法；認識有關生活壓力的基本概念，

知道壓力的源頭；說出處理問題困擾的積極態度。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黃詠思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4/3 - 26/5 

(逢星期四) 

7:15 p.m. - 9:45 p.m. 

10 15 $350 

CBMP 

1068CT 

生命教育 

簡述設定人生目標及活出生命意義的具體方法；說

明面對痛苦和死亡的積極方法；說明如何建立快樂

以及培養正面情緒；闡述臨終前的準備和死後的安

排。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李嘉進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31CT 

輕鬆學電腦 

運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的基

本功能；指出保障個人私隱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及

方法；使用互聯網通訊和搜尋資料。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梁曉姸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64CT  

基礎數碼攝 

影及多媒體 

製作 

數碼相機的操作方式；運用基礎攝影理論，拍攝有

風格的照片；運用電腦軟件管理、編輯數碼相片；

上載影片到影片分享網站。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梁曉姸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6/3 - 4/6 

(逢星期六) 

(16/4 暫停)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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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01 慧賢小組 
內 容：讓參加者透過分享、祈禱及查經等來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日 期：5/1、19/1、16/2、2/3 及 16/3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30-11:30 
對 象：婦女      名 額：不限 
費 用：免費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EG 02 男士小組 
內 容：讓參加者透過分享、祈禱及查經等來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日 期：13/1、27/1、10/2、24/2、10/3 及 24/3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四) 
時 間：晚上 8:00-9:30 
對 象：男士      名 額：不限 
費 用：免費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EG 03 耆樂無窮 
目 的：讓長者有開心的學習和交誼的機會，並藉每次的活動，幫助長者建立一個身心、 
    靈健康快樂的生活。 
日 期：逢星期二 
時 間：上午 9:30-11:30 
對 象：60 歲以上人士      費用：全免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AG01 彩虹約會 ----癌症關懷同行小組 
目 的：透過講座、話題討論及分享等，為癌症病患者及家屬提供癌症和患者生活的知 
    識，從中建立彼此間的支持關係。小組亦會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讓癌症病患 
    者抒發情緒及壓力。 
內 容：講座、話題討論及分享等。 
日 期：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時 間：下午 2:30 - 4:00 
對 象：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名 額：15 位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費 用：全免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協辦單位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