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頤康耆英會會訊
Y"",HONG,M*kROJI*N,kLUJ,,of,,Yee,,Hong,,kentre,,for,,Geriatric,,kare,
08TT,McNicoll,*venue/,Scarborough,/,Ontario,,MTV,9L8

⼆零⼀八年七⾄九⽉份會訊
辦公時間︰逢星期⼀⾄五,,上午九時⾄中午⼗⼆時,,下午⼆時⾄五時,,查詢電話︰6&Tp),,&T0…&9mT,,內線0p8m
如有任何查詢或報名，請於上述時間致電或攜同本年度的會員証到本會辦理。

特別通告,:,興趣班 歡迎任何年齡⼈⼠参加

這標記顯⽰有充⾜⾞位的興趣班︰如周末排舞班、排舞基礎班、史記、古文觀⽌、鋼琴、腦保健舞、電⼦琴、⼝琴、
瑜珈、結他中、國語會話、排舞中班、排舞⾼班、笛⼦、⼆胡、晚間太極、養⽣健康、歌唱技巧…等。P

特
別
通
告

地址d,08TT,McNIkOLL,*V"P/Sk*RJOROUGH/,ONT*RIO,MTV,9L8

招收0.T@,,下半年度新會員及普通會員重新登記
全新普通會員年費mP9元，舊會員重新登記T9元，永久會員T9.元。
可親臨耆英會繳交或郵寄⽀票均可。
⽀票台頭請寫︰Y"",HONG,M*kROJI*N,,kLUJ
6,T,),中⼼活動繁多，泊⾞位緊張，請⾃⾏安排交通接送，多謝合作，另鴻運商場會發告票給佔⽤其泊⾞位的非商場顧客，
參加者請勿泊⾞於該商場內。60),0:m/,p:@,(,8:y,為公眾假期，活動暫停。68)本會網⾴httpd::macrobianclubPcom,,
6&),欲改⽤電郵接收會訊的朋友，請e…mail到︰macrobianPclubFyeehongPcom,,並請附上你的會員號碼。

星期⼀
M,,o,,n,,d,,a,,y

太極初班
m⽉y⽇⾄y⽉0&⽇6逢星期⼀)

y,d,..,—T.,d,8.﹝三個⽉⼀期﹞

會員V0.,,,,非會員V89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導師︰麥綺霞、鄧杏玲

初班︰教授八段錦、⼗八式及簡化廿四式

*  2/7,  6/8 & 3/9   公眾假期休息。 

星期⼆
T u e s d a y

粵曲班
m⽉8⽇⾄y⽉T@⽇6逢星期⼆)
0,d,..,,–,,8,d,&9﹝共T0堂﹞
地點︰⼿⼯藝室
會員,V,p.,,,非會員,V,m9
導師︰王倫⽯
中國戲劇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
中國⾳樂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
教授粵曲理論知識及演唱技巧

星期三
W,e,d,n,e,s,d,a,y

備註︰TP,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0P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8P耆英會建議參加者於參加任何體
能及運動活動前先諮詢家庭醫⽣意⾒，本會及導師不承擔參加者在過程中受傷⽽導致醫療或財務上的費⽤和責任。

導師︰林⽉好,Kidelia,6曾任臺灣中央
廣播電台播⾳員及幼獅廣播電台主持)
地點︰耆英會會議室
漢語拼⾳，⽇常⽣活基本詞彙及簡單會話，
粵語及國語在聲韻⺟及⽤詞的異同，中臺兩
地部份字⾳及⽤詞異同。粵語教授。
註d,最少@,⼈才開班。新同學需懂漢語拼⾳。

中醫漫談
m⽉&⽇⾄y⽉Ty⽇6逢星期三)
y,d,8.,–,T.,d,&9﹝共T0堂﹞
會員,V,&@,,,,,非會員,V,p8
導師︰⾈濤中醫師
地點︰⼤堂訓練室
以中醫理論來配合學員需要來講解有關健康
保健的問題。,-,T@,Jul,⼿⼯藝室上課。

P,,,,,,,晚間楊式太極拳⼯餘最佳運動

Tai Chi Class
m⽉y⽇⾄y⽉Tm⽇,6逢星期⼀)
m,d,..,–,@,d,&9,,﹝共y堂﹞
會員,V,p8,非會員,V,m@
導師︰黎鉅強師傅
地點︰⼤堂訓練室
楊式老架太極拳/導師鑽研太極拳/⼑/劍/推⼿P,
另八卦掌/棍及八卦旋風⼑等內家拳術超過9.
年/,,每堂授拳外/會分折拳理和指導正確入⾨P
The,lineage,of,our,style,traces,back,to,Grandmaster
khen,Wei,Mei,who,taught,the,art,for,over,&.,years,and
was,instrumental,in,the,recognition,of,the,various
legitimate,Taichi,masters,and,their,induction,as,bnational
treasuresbPParticipants,of,all,levels,and,ages,WelcomeP

* 2/7,  6/8 & 3/9   公眾假期休息。。

最緊要運動
m⽉T.⽇⾄y⽉09⽇6逢星期⼆)
TT,d,..,–,T0,d,..﹝共TT堂﹞
會員,V,99,,,非會員,V,m.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導師︰Kay,Leung
正確認識個⼈⾝體肌⾁的活動能⼒，
改善正確姿勢，預防扭傷或後遺症。
增強肌⾁的耐⼒、持久性、柔軟度及
平衡⼒。,--,0&:m,沒場地，不⽤上課。
 

⼯餘

⼯餘

國語會話⾼班粵語教授
p⽉0m⽇⾄@⽉T9⽇6逢星期三)
晚上m,d,..,,–,,@,d,8.﹝共@堂﹞
會員,V,p.,非會員,V,m9
導師︰林⽉好,Kidelia,6曾任臺灣中央
廣播電台播⾳員及幼獅廣播電台主持)

地點︰耆英會會議室
各類詞彙、⽇常⽣活會話、粤語和國語
的對譯、粤語和國語表達⽅式的異同、
粤⾳相同⽽國語讀⾳不同的字。
註d,最少9⼈才開班。

⼯餘

(第⼆期)國語會話基礎班
p⽉Ty⽇⾄@⽉m⽇6逢星期⼆)
晚上m,d,..,,–,,@,d,8.﹝共@堂﹞
會員,V,&.,非會員,V,996課本及講義另費)



備註︰b&8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M&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3&耆英會建議參加者於參加任何體
能及運動活動前先諮詢家庭醫⽣意⾒，本會及導師不承擔參加者在過程中受傷⽽導致醫療或財務上的費⽤和責任。

興趣班

星期四
T88h88u88r88s88d88a88y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加略⼭證道浸信會位於M4b8Alexmuir8Blvd

888888排舞基礎班
7⽉5⽇⾄9⽉Mt⽇-星期四S
bt:b58–8bb:458﹝共bM堂﹞88
會員8n8488888非會員8n863
導師︰Cecilia88Tang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讓你⾝⼿更靈活，跳出健康、快樂的
帶氧運動。88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的偉⼤著作，內有很
多⾄今仍為世⼈所津津樂道。導師⽤講
故事形式與學員分享這部不杇名著。

888888古文觀⽌
7⽉5⽇⾄9⽉Mt⽇8-逢星期四S
bb8:8b58–8bM8:83t88﹝共bM堂﹞
會員8n84888888非會員8n863
導師︰黎啓文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古文觀⽌是中國古代散文精品的結集
，由吳楚才及吳調侯所編，它是清代
以來最流⾏的古代散文選本之⼀。

888888結他中班88
7⽉5⽇⾄9⽉Mt⽇8-逢星期四S
A班8888bt8:8tt8–8bb8:8tt8﹝共bM堂﹞
會員8n84888888非會員8n86388影印另計
導師︰Tony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8-充⾜⾞位S
須⾃備結他上課，學員需懂基本技巧。8

888888電⼦琴B8—8C班
7⽉5⽇⾄9⽉Mt⽇8-逢星期四S
B班8888bM:bt8–b:bt﹝共bM堂﹞
C班8888b:bt8L8b:4t﹝共bM堂﹞
會員8n85488888非會員8n8698影印另計
導師︰Sissi88Jin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JJ88須⾃備乾電池及電⼦琴上課
學員可選擇電⼦琴或鋼琴教學法
歡迎全新學員參加，最少4⼈開班

888888⼝琴班
7⽉5⽇⾄9⽉Mt⽇-逢星期四S
b8:8b58–8M8:83t88﹝共bM堂﹞
會員8n84888888非會員8n863
導師︰關業創8-8曾任教尖沙咀街
坊會及灣仔活道成⼈康樂中⼼8S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註︰8⾃備⼝琴。

P

P

888888電⼦琴A班
7⽉5⽇⾄9⽉Mt⽇8-逢星期四S

bt8:8tt8–8bb8:8tt88﹝共bM堂﹞

會員8n854888非會員8n86988影印另計

導師︰Lilian88Chui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P

JJ88須⾃備乾電池及電⼦琴上課
學員可選擇電⼦琴或鋼琴教學法
歡迎全新學員參加，最少4⼈開班

88888⼆⼗四史從史記說起
7⽉5⽇⾄9⽉Mt⽇8-逢星期四S
bt8:8tt8–8bb8:8b588﹝共bM堂﹞
會員8n8488888非會員8n863
導師︰黎啓文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P

P

P

P

詩詞欣賞班
6⽉7⽇⾄8⽉M3⽇-逢星期四S
bt8:8tt8–8bb8:83t8-共8bt8堂S
會員8n83t88888非會員8n845
導師︰李許群
地點︰⼿⼯藝室
退休前任教香港中學⾼年級中國
文學，中國語文及中史科。
註:8858o8bM8Jul8不⽤上課。

888888歌唱技巧班
7⽉5⽇⾄9⽉Mt⽇-逢星期四S
bb8:8b58—8bM8:8b5﹝共bM堂﹞
會員n788888非會員n93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8-充⾜⾞位S

P

書法班
7⽉4⽇⾄9⽉b9⽇-逢星期三S
bb8:8b588–88bM8:845﹝共bM堂﹞
會員8n87M88888非會員8n887
導師︰張少明
地點︰⼿⼯藝室
崇尚「道法⾃然」，以「我⼿寫我書
及學書⾸在筆」為教學理念。

P888888電腦單對單
7⽉5⽇⾄9⽉Mt⽇8-逢星期四S
bt8:83t8–838:3t8-其他於頤康上課時間另約S88

每堂8nbt8-45分鐘S
導師︰賀先⽣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教授電腦、iPad、Android8tablet相
關內容，需預約，電4b6L4bML457b
內線M637與賀先⽣聯絡。

P
新

888888排舞中班
7⽉5⽇⾄9⽉Mt⽇-星期四S
bM:tt8–8b:3t8﹝共bM堂﹞88
會員8n86t8888非會員8n875
導師︰Maria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適合對排舞有基本認識的朋友，⿑來
享受千變萬化的舞姿及保健⾝⼼。88

導師︰鄧錦華8-Tony8TangS8
教授樂理知識、呼吸、發聲及演譯技巧。

P

88888⼝琴初班
7⽉5⽇⾄9⽉Mt⽇-逢星期四S
b8:8b58–8M8:83t88﹝共bM堂﹞
會員8n84888888非會員8n863
導師︰陳⽟梅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為完全不懂⼝琴但有興趣學習的朋友
⽽設，待掌握⼀定技巧後會加入現有
的⼝琴班。
註︰8⾃備⼝琴。



P

備註︰tb8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b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b耆英會建議參加者於參加任何體
能及運動活動前先諮詢家庭醫⽣意⾒，本會及導師不承擔參加者在過程中受傷⽽導致醫療或財務上的費⽤和責任。

興趣班

星期五
F88r88i88d88a88y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加略⼭證道浸信會位於&ct8Alexmuir8Blvd

88888瑜伽班
7⽉N⽇⾄9⽉&7⽇8*逢星期四S
晚上N8:8-/8–8M8:8-/8﹝共t-堂﹞
會員8g87tbN88888非會員8g88MbN888
導師︰Kay88Leung
地點︰松柏禮堂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備⽑⼱，
瑜伽墊及穿寬鬆運動服。

太極⾼班
7⽉M⽇⾄9⽉&8⽇8*逢星期五S
98:8//8–8t/8:8-/88﹝三個⽉⼀期﹞
會員8g8&/88888非會員8g8-N
導師︰麥綺霞、鄧杏玲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太極t/8式，練習⼗八式及簡化廿四式。

社交舞基礎班
M⽉&9⽇⾄9⽉7⽇8*逢星期五S
t&8:8-/8–8t8:8-/88﹝共t/堂﹞
會員8g8cN8888非會員8g8M/
導師︰Rhoda88Lai888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從簡易的基礎入⾨，熟習各種舞蹈的
基本步法和舞姿，探究舞蹈的真趣，
讓舞蹈顯得更優美，更健康。
s22 jun & 13 jul 不⽤上課。

懷舊歌曲班
M⽉8⽇⾄8⽉&c⽇8*逢星期五S
t8:8-/8–8&8:8cN88﹝共t&堂﹞
會員8g8&N88888非會員8g8c/
導師︰Susanna888游老師
地點︰⼤堂訓練室
學習聲樂，運氣，簡譜視唱…
s8M8Jul8茶聚室

Zumba88
M⽉&9⽇⾄9⽉7⽇8*逢星期五S
t8:8-N8–8&8:8-N8﹝共t/8堂﹞
會員8g8MN8888非會員8g88/
導師︰Rhoda88Lai888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Zumba是⼀個拉丁風格的舞蹈，結
合拉丁和國際⾳樂，創造⼀個充滿活
⼒，令⼈興奮的有效健⾝系統。世界
各地每天有過百萬⼈參加這運動。
s22 jun & 13 jul  不⽤上課。

⼿⼒穴位治療初班
7⽉M⽇⾄9⽉&t⽇8*逢星期五S
t/8:8//8–8tt8:8-/88﹝共t&堂﹞
會員8g8c8888非會員8g8M-
導師︰鄧惠玲
地點︰⼤堂訓練室
常⽤穴位位置及⼿⼒治療的基本⼿
法，鬆弛肌⾁神經及紓緩不同痛症。
88s最少M位學員J8M,7耆英會會議室。

S88a88t88u88r88d88a88y
星期六

88888周末排舞班
M⽉-/⽇⾄9⽉tN⽇8*逢星期六S
s8&-8Jun88J8tc8Jul8h8tt8Aug不⽤上課88
導師︰Rhoda88Lai888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8*充⾜⾞位S

基礎班
t&8:8-/8Z8t:-/88*8共t/堂8S
隨著⾳樂節奏，學習各種基本
舞步，鍛鍊好舞蹈的基礎。
會員8g8-/88888非會員8g8cN

初班
t8:8-/8–8-8:8//88*8共t/堂8S
配合流⾏⾳樂，學習各種步法、
舞姿，培養對排舞的興趣。
會員8g8-8888非會員8g8N-

中班
-8:8//8–8c8:8-/88*8共t/堂8S
研習各種舞蹈姿式，讓排舞的
樂趣得到提升。
會員8g8-888888非會員8g8N-
註︰8最少tN⼈才開班

P

學員不可⾃⾏診症開⽅或為他⼈診
症開⽅，違者本會及導師概不負責。

888888⼩提琴班
7⽉N⽇⾄9⽉&/⽇8*逢星期四S
P

中醫藥的基礎認識
7⽉M⽇⾄9⽉&t⽇8*逢星期五S
tt8:8-/8–8t8:8//888﹝共t&堂﹞
會員8g8c888888非會員8g8M-
導師︰鄧惠玲
地點︰⼤堂訓練室
內容︰中醫醫理，藥物性能及湯劑介紹。
s最少M位學員。M,7耆英會會議室上課。

888888唱歌學國語
7⽉t9⽇⾄9⽉&/⽇*逢星期四S
&8:8tN8–8-8:8cN88﹝共t/堂﹞
會員8g8N/8非會員8g8MN*另講義費gNS
導師︰林⽉好8Fidelia8*曾任臺灣中央
廣播電台播⾳員及幼獅廣播電台主持S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從歌曲中學習漢語拼⾳8*包括:聲⺟、韻⺟、
聲調及拼寫規則S；從歌曲中學會準確咬字
及節拍；所唱歌曲包括懷舊⾦曲及現代流
⾏抒情歌曲8*簡譜視唱S8* 夠  8 ⼈開班

P

⼯餘

⼯餘

新

888888腦保健舞班
7⽉N⽇⾄9⽉&/⽇8*逢星期四S

&8:8//8–8&8:8cN88﹝共t&堂﹞
會員8g8M/8非會員8g87N8
導師︰Alice8Ng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腦保健舞着重於⽤⾳樂和舞蹈刺激⼈
腦中不常⽤的部分，將學員置於全新
的學習環境，訓練⼤腦的短程記憶和
⼈體四肢的協調能⼒，達到⾝體、⼼、
腦並⽤的效果。
* 夠  5 ⼈開班

P
新

初班88888M8:8-/8–878:8-/﹝共t&堂﹞
中班8888878:8-/8–888:8-/﹝共t&堂﹞
會員8g87&88888非會員8g88788影印另計
導師︰Francis88Lau
地點︰茶聚室8tea8room88
ss&M,7J8-/,88耆英會上課

888888排舞⾼班
7⽉N⽇⾄9⽉&/⽇*星期四S
晚上7:tN8–89://8﹝共t&堂﹞88
會員8g87&8888非會員8g887
導師︰Maria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8*充⾜⾞位S
適合對排舞有認識的朋友，享受千變
萬化的舞姿及保健⾝⼼。88

P 新



P

備註︰FV8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cV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WV耆英會建議參加者於參加任何體
能及運動活動前先諮詢家庭醫⽣意⾒，本會及導師不承擔參加者在過程中受傷⽽導致醫療或財務上的費⽤和責任。

興趣班

S88u88n88d88a88y
星期⽇P

888888周六⼆胡班
Z⽉Z⽇⾄*⽉cc⽇8Y逢星期六o

( 初 班 )8*8j8Wk8–8Fk8j8Wk8Y共Fc堂o
會員8L8Qs88非會員8L8R*8

( 中 班 )8Fk8j8sQ8–8Fc8j8kk8Y共Fc堂o
會員8L8Qs888非會員8L8R*8
地點︰茶聚室
導師︰Eva8Kam8
新同學如欲參加中班需⾒老師先作評估測試。

預約時間
E88v88e88r88y88d88a88y

88888鋼琴班8Z⽉⾄*⽉8
每天88*8j8kk8–8W8j8kk888﹝按⽉收費﹞
半⼩時⼀堂，⼀⼈⼀班
學費8j88Y會員與非會員同價8DD8每堂計o
初班LFR8g8中班LFZ8g8sQ分鐘Lcs888
地點︰ssWG8Sheppard8fve
東⽅廣場88WcW室8嘉星琴⾏
導師︰Lilian8Ihui88Y⼆⼗年經驗o
註︰每⽉繳交學費，直接向老師交費。
另上課時間與老師作安排，請與賀先
⽣聯絡。

P

上課時間⾃定
星期⼀⾄五(辦公時間)

因應個⼈興趣及程度作個別教學，
不⽤擔⼼影響他⼈進度。由完全不
懂使⽤電腦⾄學習很多切合⽇常⽣
活需要的實⽤軟件都歡迎，
請電sFRDsFcDsQZF內線cRWZ

與賀先⽣聯絡。

如去掉你不想要的部份、加
入你想要的東⻄、運⽤濾鏡
為相片作出不同的改變、更
改相片的⼤⼩、⾊溫等。
Youtube的影片，攖取⾳樂
影片的歌曲部份轉成MPW，
將⾳樂YfudiooID轉成MPW，
將舊有的錄⾳帶歌曲變成數
碼化歌曲，剪輯影片YVideo
8editingo，⽤Skypeg8FaceD
timegWhatsapp與親友作免
費⻑途電話通話。將相片製
作成幻燈片VVVVVV

i8Padg8tabletg8智能電話j
上網，收發電郵，安裝及搜
尋軟件，觀看相片，電影，
電⼦書，書寫中文，雲端取
存，⽣活軟件介紹，下載網
上電台節⽬、影像、書刊，
免費講⻑途電話、離線閱讀
網⾴、下載電影、閱讀各類
eDbook、檔案轉移、雲端
儲存、營幕截圖，相機應
⽤，家庭監控，8QRcode，
scannerVVVVVV

免費888Zumba88Gold88Ihair
R⽉c*⽇⾄*⽉Z⽇8Y逢星期五o
tcc8jun8l8FW8jul88不⽤上課。

c8j8WQ8–8W8j8kk88﹝共Fk堂﹞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會員L免費8888非會員LF88Y每次o
導師︰Rhoda88Lai888黎敏忻女⼠
參加者必須出⽰有效會員証，

否則作非會員計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

88888養⽣健康班
Tai8Ihi8Y8Yeungo
Z⽉G⽇⾄*⽉Wk⽇8Y逢星期⽇o
G8Jul8to8Wk8SepY8Sundayo
*8j8Wk8–8FF8j8kk88﹝共FF堂﹞
會員8L8ck8888非會員8L8WQ
Member8Lck8g8NonDmember8LWQ
導師︰鄧杏玲8Y8Iindy8Tang8o
地點︰松柏禮堂8Y8Evergreen8fuditoriumo

教授八段錦，楊家太極FG式、cs式及
FkG式養⽣健康運動。
We8will8teach8FGM8cs8l8FkG8formsV
註︰最少88G88⼈才開班。t8Q/8 &2/9  不⽤上課 。

88888笛⼦班
Z⽉Z⽇⾄*⽉cc⽇8Y逢星期六o
W8j8FQ8–8s8j8FQ8﹝共Fc堂﹞
地點︰耆英會⼤堂88Y8地庫8o
會員8L8*k88888非會員8L8FkQ
導師︰姚⽊興888Frederick88Yiu
註︰8最少s⼈才開班
學員請帶備D8調笛⼦上課。

P

電腦單對單

參考內容
如何選購電腦，中英文文書
處理，使⽤互聯網，使⽤電
郵，將舊相片變成數碼相片，
學習安裝軟件，點對點下載，
如何使⽤網上論壇，閱讀電⼦
書刋，建立個⼈網⾴，如何於
網站上下載檔案，使⽤FaceD
Book88與親友溝通。觀賞幻燈、
簡單地修改相片，將相片連
同電郵發給親友，教授如何
燒錄光碟及學習轉移檔案，
使⽤GIMP88電⼦⿊房軟件，隨
你⼼意改動你的數瑪相片，

8888粵曲鑼⿎、伴奏、
合奏研習組
Z⽉Z⽇⾄*⽉cc⽇8Y逢星期六o8
Fcj8Wk8–8s8j8Wk8Y8三個⽉8o88
會員LWk，非會員LsQ

組⻑︰萬嘉勝8g8指揮8j8陳國瑜
地點︰⼤堂訓練室
粵曲初級鑼⿎、伴奏、合奏各類流⾏⾳樂。
 

P

⼯餘

⼯餘

⼯餘

⼯餘



卡  拉  O  K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

卡  
拉 
 O 
 K

卡  
拉 
 O 
 K

卡  
拉 
 O 
 K

懷
舊
歌

粵

曲

粵

曲

逢星期⼀、⼆
2 : 30⾄5 : 00
主持⼈︰張耀德
                  (幹事)
⼈數︰不限
會員$ 2    
非會員$ 3
(純聽眾免費) 

逢星期⼀  9 : 30⾄5 : 00
主持⼈︰楊綺嫦、鄭頌愛
                ( 義⼯ )
逢星期⼆   2 : 00⾄5 : 00
主持⼈︰李惠芳 ( 義⼯ )                
⼈數︰  8⼈
會員$ 2    非會員$ 3

逢星期三   2 : 00⾄5 : 00
主持⼈︰陳兆源 ( 義⼯ )
逢星期四   2 : 00⾄5 : 00
主持⼈︰戴鎮華( 義⼯)
逢星期⽇   1 : 00⾄5 : 00
主持⼈︰鄧杏玲( 幹事)
⼈數︰  8⼈
會員$ 2    非會員$ 3

其他

良友接送
  安省認可持牌接送公司，其服務範圍包括
  ︰萬錦市，烈治文⼭，多倫多市區，並可
  專程安排往返美加兩地，機場接送，⻑程
  及短程之觀光旅⾏。每公⾥收費⼀元，最
  低收費⼗元，遠程則以優惠計算。
  電話: 416-299-5999 或 905-305-0345

護老園地

*如欲參加粵曲卡拉OK，請與當天主持⼈聯絡

報名請電  416 – 32 1-  6333內線2608 林先⽣

關顧者資訊及分享⼩聚  
每個家庭 $ 5

  
每個家庭 $ 5

與賀先⽣聯絡 

誠聘 興 趣 班
導師

(416)412-4571內線2637
請電

7 ⾄ 9⽉內容/⽇期
有待講者確定，查詢
請電林先⽣。

7 ⾄ 9⽉內容/⽇期
有待講者確定，查詢
請電林先⽣。



”⼀6GGGGG⼀八年三⽉⾄⼀八年五⽉份捐款頤康耆英會芳名︰G”截5⽉c:⽇⽌6

GGGGGGGGGGGG報稅義⼯GGS&%GGG

GGGGGGGGGGG⼀八年三⽉⾄⼀八年五⽉份捐款頤康基⾦芳名︰G”截5⽉c:⽇⽌6G

GGGGGGGGGGGGTengGHsingGLingGGS:&%GGGMakGYeeGHarGGS:&%GGGChuiGLingGYuenGGS5%GG曾素柳GGS:5%GGG游潤姍GGS:clRl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三6GG呼籲各會員邀請親友繼續⼤⼒慷慨解囊，造福耆老，樂于為善，福有悠歸。善款請交往耆英會或寄往本會，

若捐款頤康基⾦會⽀票抬頭請寫︰“YEEGHONGGCOMMUNITYGWELLNESSGFOUNDATIONGG”

”四6GG會員欲代替他⼈報名參加活動時，請清楚地提交該⼈之會員號碼，姓名及聯絡電話，如資料不詳，G恕不辦理。

”五6G各會員若有任何個⼈資料需要更正，可致電GG”l:66Gl:&…l57:GG內線&6c7GG耆英會留下⼝訊，請緊記清楚G留下會員號碼、姓名、電話等資料，⽅便跟進。

”六6G耆英會乃⼀非政府資助之耆老活動中⼼，經費有限，故歡迎各會員以禮物或現⾦形式贊助中⼼各類型活動，如⽣⽇會、慶祝會、講座等。

”七6GG凡是參加本年度之⼀切活動，必須出⽰有效之會員証始獲優惠，否則當非會員收費。

”八6GG活動G–G興趣班退款守則︰

GGGGG‧G活動G–G興趣班⼀經取消，參加者可獲全數退款。

GGGGG‧G活動G–G興趣班⼀經舉⾏，恕不接受退款申請。

GGGGG‧G退款申請必須在活動G–G興趣班舉⾏前⼀星期以書⾯提出﹔連同正式收據，中⼼扣除⾏政⼿續費GSG:%

GGGGGGG”每活動G–G興趣班計6G後，將餘款退回。能否安排退款需在情況許可下，⼜經中⼼職員的同意⽅可。”例如若因⼀⼈退出⽽令活動需要取消時，便不會安排退款6。

GGGGG‧G活動G–G興趣班開班前，學員可提出轉班要求，但需在情況許可下，⼜經中⼼職員的同意⽅可。如有需要，

GGGGGGG學員需補回課程與課程間的學費差額，⽽取決於較⾼收費課程為準則。

GGGGG‧G參加者如因個⼈原因，未能出席特別活動，如⼾外參觀，旅⾏、慶祝會…等，在中⼼職員的同意下，參加者可⾃⾏找⼈補上，

GGGGGGG者可⾃⾏找⼈補上，並補回有關資料，如有需要，亦當補回會員與非會員之收費差額，⽽取決於較⾼收費類別為準則。

”九6G如遇⼤停電、SARSG之類的特別情況下停課，課堂不會補課，延期及退款。

”⼗6G若活動當⽇校巴服務因天氣影響暫停，我們的服務亦會暫停，暫停通告請於當⽇上午八時後到本會網⾴查看，

GG或電l:6G–Gl:&…l57:再按內線&6c7G聽取有關消息的電話錄⾳。

”⼗⼀6G凡未能參加整期課程或中途插班者G”G需於報名時提出6，在老師及職員同意下，以學員參加的堂數按比例收費，並須加

:%FG附加費G”G⼩數後第⼀個位四捨五入計6。

各位朋友，請踴躍⽀持，可到本會購票，查詢請電l:6…l:&…l57:內線&6c7G賀先⽣

老師
:GMariaGMiuGDGCecilaG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