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康耆英會會訊

YEE,HONG,MFCROKIFN,CLUK,,of,,Yee,,Hong,,Centre,,for,,Geriatric,,Care,
09TT,McNicoll,Fvenue/,Scarborough,/,Ontario,,MTV,pL9

⼆零⼀九年四⾄六⽉份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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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T0…&p@T,,內線0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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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招收0.Td,,新會員及普通會員重新登記
請各位未續會之普通會員，如欲繼續接受本會服務，包括定期收到會訊，第⼀時間知悉本會最新活安排，請
別 盡快辦理續會⼿續，普通會員年費Tp元，永久會員Tp.元，可親臨耆英會繳交或郵寄⽀票均可。
⽀票台頭請寫︰YEE,HONG,MFCROKIFN,,CLUK
通
告 P
地址—,09TT,McNICOLL,FVEP/SCFRKOROUGH/,ONTFRIO,MTV,p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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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0.:p,為公眾假期，活動暫停。69)本會網⾴http—::macrobianclubPcom,,
6&),欲改⽤電郵接收會訊的朋友，請e…mail到︰macrobianPclubWyeehongPcom,,並請附上你的會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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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琴、⼝琴、瑜珈、
結他中、國語會話、排舞中班、排舞⾼班6⼀、四)、笛⼦、⼆胡、養⽣健康、菁雲瑜伽6四、⽇)…等。

星期⼀

M,,o,,n,,d,,a,,y
太極初班

星期⼆ 導師︰林⽉好,Fidelia,6曾任臺灣中央

Tuesday
最緊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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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y,⼈才開班。新同學需懂漢語拼⾳。

&⽉0⽇⾄m⽉0p⽇6逢星期⼆)
TT,—,..,–,T0,—,..﹝共T0堂﹞
會員,V,m.,,,非會員,V,@p
d,—,..,—T.,—,9.﹝三個⽉⼀期﹞
星期三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會員V0.,,,,非會員V9p
導師︰Kay,Leung
正確認識個⼈⾝體肌⾁的活動能⼒，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改善正確姿勢，預防扭傷或後遺症。 &⽉T.⽇⾄m⽉0m⽇6逢星期三)
導師︰麥綺霞、鄧杏玲
增強肌⾁的耐⼒、持久性、柔軟度及 d,—,9.,–,T.,—,&p﹝共T0堂﹞
會員,V,&y,,,,,非會員,V,m9
平衡⼒。** 9/4 沒場地，不⽤上課。
初班︰教授八段錦、⼗八式及簡化廿四式
導師︰⾈濤中醫師
-,0.,May,公眾假期，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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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m⽉Ty⽇6逢星期⼆)
保健的問題。,
0,—,..,,–,,9,—,&p﹝共T0堂﹞
地點︰⼿⼯藝室
&⽉T⽇⾄m⽉0&⽇6星期⼀)
粵語教授
會員,V,m.,,,非會員,V,@p
&⽉0&⽇⾄m⽉T0⽇6逢星期三)
導師︰王倫⽯
晚上@—Tp,–,d—..,﹝共T0堂﹞,,
晚上@,—,..,,–,,y,—,9.﹝共y堂﹞ 新
中國戲劇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
會員,V,@0,,,,非會員,V,y@
會員,V,&.,非會員,V,pp
中國⾳樂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
⼯餘
教授粵曲理論知識及演唱技巧
導師︰Maria
導師︰林⽉好,Fidelia,6曾任臺灣中央
廣播電台播⾳員及幼獅廣播電台主持)
-,Ty:m,茶聚室上課。
地點︰⼤堂訓練室,6充⾜⾞位)
,
(第六期) 地點︰耆英會會議室
適合對排舞有認識的朋友，享受千變
漢語拼⾳，⽇常⽣活基本詞彙及簡單會
⼯餘
p⽉T&⾄@⽉0⽇6逢星期⼆)
話，粵語及國語在聲韻⺟及⽤詞的異同，
萬化的舞姿及保健⾝⼼。
晚上@,—,..,,–,,y,—,9.﹝共y堂﹞
中臺兩地部份字⾳及⽤詞異同。
會員,V,&.,非會員,V,pp6課本及講義另費) 註—,最少y⼈才開班。
-,0.,May,公眾假期，不⽤上課。
&⽉T⽇⾄m⽉0&⽇6逢星期⼀)

W,e,d,n,e,s,d,a,y
中醫漫談

粵曲班

,,,,,,排舞⾼班6⼀)
P

國語會話初班

國語會話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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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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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加略⼭證道浸信會位於24&CAlexmuirCBlvd
星期四

TCChCCuCCrCCsCCdCCaCCy
詩詞欣賞班
3⽉2&⽇⾄5⽉23⽇C*逢星期四t
&pC:CppC–C&&C:C3pC﹝共&p堂﹞
會員CoC3pCCCCC非會員CoC45C

CCCCCC春秋、左傳、公⽺
P
P
CCCCCC⼝琴班
4⽉4⽇⾄6⽉2p⽇*逢星期四t
、穀梁傳研習班
4⽉4⽇⾄6⽉2p⽇C*逢星期四t

&C:C&5C–C2C:C3pCC﹝共&2堂﹞

&&C:C&5C–C&2C:C3pCC﹝共&2堂﹞

會員CoC48CCCCC非會員CoC63

會員CoC48CCCCC非會員CoC63
導師︰黎啓文

導師︰李許群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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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CC電⼦琴A班
P

，由吳楚才及吳調侯所編，它是清代 註︰C⾃備⼝琴。
以來最流⾏的古代散文選本之⼀。

4⽉4⽇⾄6⽉2p⽇*星期四t
&p:&5C–C&&:45C﹝共&2堂﹞CC
會員CoC6pCCC非會員CoC75C影印另計
會員CoC48CCCC非會員CoC63
導師︰LilianCCChui
導師︰CeciliaCCTang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bbCC須⾃備乾電池及電⼦琴上課
讓你⾝⼿更靈活，跳出健康、快樂的
學員可選擇電⼦琴或鋼琴教學法
帶氧運動。CC
歡迎全新學員參加，最少4⼈開班
&pC:CppC–C&&C:CppCC﹝共&2堂﹞

P
CCCCC⼆⼗四史從史記說起

坊會及灣仔活道成⼈康樂中⼼Ct

古文觀⽌是中國古代散文精品的結集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P
CCCCCC排舞基礎班

4⽉4⽇⾄6⽉2p⽇C*逢星期四t

導師︰關業創C*C曾任教尖沙咀街

P
CCCCCC電腦單對單

P
CCCCC⼝琴初班
4⽉4⽇⾄6⽉2p⽇*逢星期四t
&C:C&5C–C2C:C3pCC﹝共&2堂﹞
會員CoC48CCCCC非會員CoC63
導師︰陳⽟梅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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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27⽇C*逢星期四t
&pC:C3pC–C3C:3pC*其他於頤康上課時間另約tCC
4⽉4⽇⾄6⽉2p⽇C*逢星期四t
每堂Co&pC*45分鐘t
&pC:CppC–C&&C:C&5CC﹝共&2堂﹞
導師︰賀先⽣
會員CoC48CCCC非會員CoC63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導師︰黎啓文
教授電腦、iPad、AndroidCtablet相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關內容，需預約，電4&6/4&2/457&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的偉⼤著作，內有很 內線2637與賀先⽣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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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2p⽇*星期四t

的⼝琴班。

&2:ppC–C&:3pC﹝共&2堂﹞CC
4⽉4⽇⾄6⽉2p⽇*逢星期四tC
會員CoC6pCCCC非會員CoC75
&pC:CppC–C&&C:CppC﹝共&2堂﹞
導師︰Maria
會員CoC48CCCCC非會員CoC63C
導師︰Tony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C*充⾜⾞位t 適合對排舞有基本認識的朋友，⿑來
須⾃備結他上課，學員需懂基本技巧。
享受千變萬化的舞姿及保健⾝⼼。CC
C

導師︰鍾青⼦CAnna

CCCCCC排舞中班
P

P
CCCCCC結他初班CC

新

註︰C⾃備⼝琴。

Chin Yun Yoga
P
CCCCCC青雲瑜伽
4N4C/C2pN6C*逢星期四NCEveryCThurt
2C:C3pC–C3C:C45CC共&2堂NC&2classes
會員CCMemberCoC2pC
非會員CNon/memberCoC35

地點︰加略⼭證道浸信會C*充⾜⾞位t
舒展筋骨，⼼曠寧神。以學習社區健⾝瑜
伽為上課核⼼。適合男女有興趣者參加。
⾃備瑜伽墊。
bCnoCphotoC7CnoCvideoCinCtheCclass

備註︰&EC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2E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3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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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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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L瑜伽班
P

c⽉c⽇⾄E⽉-7⽇Lo逢星期四&
晚上ML:LPbL–LEL:LPbL﹝共tP堂﹞
會員L*L7t…MLLLLL非會員L*L8E…MLLL
導師︰KayLLLeung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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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LL排舞⾼班o四&
P

⼿⼒穴位治療初班

懷舊歌曲班

M⽉t7⽇⾄8⽉-⽇Lo逢星期五&
tbL:LbbL–LttL:LPbLL﹝共t-堂﹞

c⽉t-⽇⾄7⽉M⽇Lo逢星期五&

會員L*Lc8LLL非會員L*LEP
導師︰鄧惠玲
地點︰⼤堂訓練室

會員L*L-MLLLLL非會員L*Lcb

M⽉t7⽇⾄8⽉-⽇Lo逢星期五&
晚上7:bbL–L8:cML﹝共tP堂﹞LL
ttL:LPbL–LtL:LbbLLL﹝共t-堂﹞
會員L*Lc8LLLL非會員L*LEP
會員L*L78LLLL非會員L*L9P
⼯餘
導師︰鄧惠玲
導師︰Maria
地點︰⼤堂訓練室
地點︰松柏禮堂Lo充⾜⾞位&
內容︰中醫醫理，藥物性能及湯劑介紹。
適合對排舞有認識的朋友，享受千變
/最少E位學員。LL/Lt7ZML⼤堂訓練室
萬化的舞姿及保健⾝⼼。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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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LL⼩提琴班
P

⼯餘

c⽉c⽇⾄E⽉-7⽇Lo逢星期四&

社交舞基礎班

c⽉t-⽇⾄E⽉-8⽇Lo逢星期五&
t-L:LPbL–LtL:LPbLL﹝共8堂﹞
中班LLLLL7L:LPbL–L8L:LPb﹝共tP堂﹞
會員L*LcbLLLL非會員L*LMM
會員L*L78LL非會員L*L9PLL影印另計
導師︰RhodaLLLaiLLL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導師︰FrancisLLLau
從簡易的基礎入⾨，熟習各種舞蹈的
地點︰茶聚室LteaLroomLL
基本步法和舞姿，探究舞蹈的真趣，
//Lt-ZcSLtbZMLRLtcZEL-pm茶聚室上課
讓舞蹈顯得更優美，更健康。
//Lt8ZcSL-RPbZMSLEZEL耆英會上課。
/Lt9R-ELZcSLPtZMSL-tZE不⽤上課。
初班LLLLLEL:LPbL–L7L:LPb﹝共tP堂﹞

星期五

FLLrLLiLLdLLaLLy
太極⾼班

導師︰SusannaLLL游老師

地點︰⼤堂訓練室
常⽤穴位位置及⼿⼒治療的基本⼿
學習聲樂，運氣，簡譜視唱…
法，鬆弛肌⾁神經及紓緩不同痛症。 /t9LAprL公眾假期，不⽤上課。
LL/最少E位學員。LL/Lt7ZML⼤堂訓練室
星期六

中醫藥的基礎認識

c⽉c⽇⾄E⽉-7⽇o星期四&

tL:LPbL–L-L:LcMLL﹝共t-堂﹞

ZumbaLL

SLLaLLtLLuLLrLLdLLaLLy
LLLLL周末排舞班
P
c⽉-b⽇⾄E⽉-9⽇Lo逢星期六&
/L-7ZcSLtLRL--LZEL不⽤上課LL
導師︰RhodaLLLaiLLL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Lo充⾜⾞位&

基礎班

t-L:LPbLsLt:PbLLoL共L8 堂L&
隨著⾳樂節奏，學習各種基本
舞步，鍛鍊好舞蹈的基礎。
會員L*L-8LLLLL非會員L*LcP
⼯餘

初班

tL:LPbL–LPL:LbbLLoL共L8 堂L&
配合流⾏⾳樂，學習各種步法、
舞姿，培養對排舞的興趣。
會員L*LPELLL非會員L*LMt

中班

PL:LbbL–LcL:LPbLLoL共L8 堂L&
研習各種舞蹈姿式，讓排舞的
樂趣得到提升。
會員L*LPELLLL非會員L*LMt
註︰L最少tM⼈才開班

LLLLLL周六⼆胡班
P

c⽉t-⽇⾄E⽉-8⽇Lo逢星期五&
tL:LPML–L-L:LPML﹝共8L堂﹞
c⽉tP⽇⾄E⽉-9⽇Lo逢星期六&
c⽉M⽇⾄E⽉-8⽇Lo逢星期五&
會員L*LM-LLLL非會員L*LE7
( 初 班 )L9L:LPbL–LtbL:LPbLo共t-堂&
導師︰RhodaLLLaiLLL黎敏忻女⼠
9L:LbbL–LtbL:LPbLL﹝三個⽉⼀期﹞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 中 班 )LtbL:LcML–Lt-L:LbbLo共t-堂&
會員L*L-bLLLLL非會員L*LPM
Zumba是⼀個拉丁風格的舞蹈，結
會員L*LMcLLL非會員L*LE9L
導師︰麥綺霞、鄧杏玲
合拉丁和國際⾳樂，創造⼀個充滿活
⼯餘
地點︰茶聚室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令⼈興奮的有效健⾝系統。世界
太極tb8式，練習⼗八式及簡化廿四式。
導師︰EvaLKam
各地每天有過百萬⼈參加這運動。
/t9LAprL公眾假期，不⽤上課。
新同學如欲參加中班需⾒老師先作評估測試。
/Lt9R-ELZcSLPtZMSL-tZE不⽤上課。
L
備註︰t…L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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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

pppp粵曲鑼⿎、伴奏、
P
⼯餘
合奏研習組
Q⽉ms⽇⾄Z⽉W,⽇pt逢星期六bp
mWTpscp–pQpTpscptp三個⽉pbpp
會員lsc，非會員lQR

組⻑︰萬嘉勝pFp指揮pTp陳國瑜
地點︰⼿⼯藝室

粵曲初級鑼⿎、伴奏、合奏各類流⾏⾳樂。

pppppp讀書會
P

預約時間 閱讀電⼦書刋，建立個⼈網⾴，如
Eppvppepprppyppdppappy 何於網站上下載檔案，使⽤Faceg
Bookpp與親友溝通。觀賞幻燈、簡單
ppppp鋼琴班pQ⽉⾄Z⽉p
地修改相片，將相片連同電郵發
每天pp,pTpccp–pQpTpccppp﹝按⽉收費﹞
給親友，教授如何燒錄光碟及學
半⼩時⼀堂，⼀⼈⼀班
學費pTppt會員與非會員同價pggp每堂計b 習轉移檔案，使⽤GIMPpp電⼦⿊房
軟件，隨你⼼意改動你的數瑪相
初班lmZpFp中班lmGpFpQR分鐘lWQppp
片，如去掉你不想要的部份、
地點︰QQs&pSheppardp*ve
加入你想要的東⻄、運⽤濾鏡
東⽅廣場ppsWs室p嘉星琴⾏
導師︰LilianpChuippt⼆⼗年經驗b
為相片作出不同的改變、更改
註︰每⽉繳交學費，直接向老師交費。 相片的⼤⼩、⾊溫等。

P

Q⽉ms⽇⾄Z⽉W,⽇pt逢星期六b
WpTpccp–pspTpscpt共mc堂b
會員plpscppp非會員plpQR ⼯
餘
另上課時間與老師作安排，請與賀先
地點︰茶聚室
⽣聯絡。
導師︰黃⾦鳳
談詩經、唐詩、宋詞、散文kkk，發起⼈
雖非學歷顯赫，但備⼤量可供參考資
料，望能有更多⾼⼈參與，共襄善舉。 GFQpgpscFZpt逢星期⽇FpEverypSunb
spTpscp–pRpTpccpp共ms堂Fpmsclasses
M導師費捐贈史維會籌建博物館
M最少Zp⼈才開班。mmFRpYp&FZ不⽤上課。 會員ppMemberplpWcp
非會員pNongmemberplpsR ⼯餘
導師︰鍾青⼦p*nna
Q⽉Z⽇⾄Z⽉WW⽇pt逢星期六b
地點︰⼤堂訓練室pttraningploungeb
spTpmRp–pQpTpmRp﹝共mW堂﹞
舒展筋骨，⼼曠寧神。以學習社區健⾝瑜
地點︰耆英會⼤堂pptp地庫pb ⼯餘
伽為上課核⼼。適合男女有興趣者參加。
會員plp,cppppp非會員plpmcR
⾃備瑜伽墊。
導師︰姚⽊興pppFrederickppYiu
MpnopphotopYpnopvideopinpthepclass
註︰p最少Q⼈才開班
學員請帶備Dp調笛⼦上課。

pppppp青雲瑜伽
P

ppppp笛⼦班
P

Youtube的影片，攖取⾳樂影片
的歌曲部份轉成MPs，將⾳樂
t*udiobCD轉成MPs，將舊有的錄
⾳帶歌曲變成數碼化歌曲，剪輯
影片tVideopeditingb，⽤Skype
FpFacegtimeFWhatsapp與親友
作免費⻑途電話通話。將相片
製作成幻燈片kkkkkk

ipPadFptabletFp智能電話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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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因應個⼈興趣及程度作個別教學， 網⾴、下載電影、閱讀各類
Sppuppnppdppappy 不⽤擔⼼影響他⼈進度。由完全不 egbook、檔案轉移、雲端儲存
、營幕截圖，相機應⽤，家庭
懂使⽤電腦⾄學習很多切合⽇常⽣
ppppp養⽣健康班
監控，pQRcode，scannerkkkkkk
活需要的實⽤軟件都歡迎，

電腦單對單

P

TaipChiptpYeungb

⼯餘

請電QmZgQmWgQRGm內線WZsG

免費pppZumbappGoldppChair

Q⽉G⽇⾄Z⽉sc⽇pt逢星期⽇b
與賀先⽣聯絡。
Q⽉mW⽇⾄Z⽉W&⽇pt逢星期五b
Gp*prptopscpJuntpSundayb
上課時間⾃定
WpTpsRp–pspTpccpp﹝共&堂﹞
,pTpscp–pmmpTpccpp﹝共mW堂﹞
會員plpWcpppp非會員plpsR
星期⼀⾄五(辦公時間)
地點︰松柏新村禮堂
MemberplWcpFpNongmemberplsR
會員l免費pppp非會員lmppt每次b
導師︰鄧杏玲ptpCindypTangpb
導師︰RhodappLaippp黎敏忻女⼠
地點︰松柏禮堂ptpEvergreenp*uditoriumb
如何選購電腦，中英文文書處理，
教授八段錦，楊家太極m&式、WQ式及
使⽤互聯網，使⽤電郵，將舊相 參加者必須出⽰有效會員証，
mc&式養⽣健康運動。
否則作非會員計
Wepwillpteachpm&VpWQpYpmc&pformsk 片變成數碼相片，學習安裝軟件，

參考內容

註︰最少pp&pp⼈才開班。另 19 May 不⽤上課。

點對點下載，如何使⽤網上論壇pppm,YWZpFQVpsmFRVpWmFZ不⽤上課。

備註︰mkp耆英會會訊每季會寄給該年度已繳交年費的會員。Wk興趣班學員影印費另計。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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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yy拉yyOyyK

歡迎任何年齡⼈⼠參加
逢星期⼀yy9y:y30⾄5y:y00

逢星期四yyy2y:y00⾄5y:y00

yK 逢星期三yyy2y:y00⾄5y:y00
主持⼈︰陳兆源yly義⼯y)

yK 逢星期⽇yyy1y:y00⾄5y:y00
主持⼈︰鄧杏玲ly幹事)

懷 卡yy2y:y30⾄5y:y00 粵卡yy主持⼈︰楊綺嫦、鄭頌愛 粵 卡yy主持⼈︰趙慧珠
拉yyyyyyyyyyyyyyyyy胡少芳ly義⼯)
拉yyyyyyyyyyyyyyyyyly義⼯y)
舊 拉y 主持⼈︰張耀德
逢星期五yyy2y:y00⾄5y:y00
逢星期⼆yyy2y:y00⾄5y:y00
yyyyyyyyyyyyyyyyyyl幹事)
歌 yOy
曲yOy主持⼈︰李惠芳yly義⼯y)yyyyyyyyyyyyyyyy
曲 yOy主持⼈︰林⽉好yly義⼯y)
逢星期⼀、⼆

yK

⼈數︰不限

會員cy2.5yyyy
非會員cy3.5
l純聽眾免費)y

⼈數︰
會員cy2yyyy非會員cy3
y8⼈

*如欲參加粵曲卡拉OK，請與當天主持⼈聯絡。

yy
護老講座 上午10:00y⾄11:30
每個家庭ycy5
退休前後投資或
保險之需求

⻑者失眠的困擾

⽇期:y
4⽉22⽇

講員:y林世強先⽣y

講員:y
投資理財顧問
地點:y
頤康護老教育及資源中⼼y

⼈數︰
會員cy2yyyy非會員cy3
y8⼈

⽇期:y4⽉25⽇
yl安省註冊社⼯)

填⾊樂園 網上遊戲
根據臨床⼼理學家Ben4Michaelis的說法，著⾊
是⼀種無壓⼒的活動，可以放鬆⼤腦的恐懼中⼼，
讓你的⼤腦得到所需的休息。

地點:y
頤康⼠嘉堡麥瀝⾼中⼼y

試辦初期不設抽獎，若參加⼈數理想，
我的記憶⼒與我的想當年 進入失智症患者的世界 會設抽現⾦獎，詳情請到本會網站了
⽇期:y5⽉23⽇

⽇期:y5⽉28⽇

講員:y林世強先⽣

講員:y林世強先⽣y

yyyyyyyyyyl安省註冊社⼯)

yyyyyyyyyyl安省註冊社⼯)

地點:y頤康⼠嘉堡麥瀝⾼中⼼

地點:y頤康⼠嘉堡麥瀝⾼中⼼y

杜絕坐骨神經痛系列
⽇期:y6⽉3⽇⾄6⽉24⽇yl逢星期⼀,y4堂)yy上午10:00y⾄11:30
講員:y鄭⼼依女⼠yyyy地點:y頤康護老教育及資源中⼼
Unity17,y360ByHighwayy7yEast,yRichmondyHill

解，快來免費減壓啦。
註:4唔參加抽獎，歡迎齋玩，減減壓都好。

http://www.macrobianclub.com

估中有獎網上遊戲

費⽤:y每位c20

話都冇咁易4--4⼆選⼀4smutiple4choice)

報名請電 416 – 32 1- 6333內線2608 林先⽣

遊戲每兩個⽉更新題⽬，每期設兩個現⾦獎，

良友接送

每個r25

第⼆及三期得獎者:

yy安省認可持牌接送公司，其服務範圍包括 第四期於43⽉24⽇截⽌
Winnie4Wong4B4Ida4Leung
Fidelia4Lam4B4⾼綺明
yy︰萬錦市，烈治文⼭，多倫多市區，並可 請到本會網站參加
只要在遊戲截⽌前估中相片內容便有機會中獎，
yy專程安排往返美加兩地，機場接送，⻑程
若答中者多於兩位則會⽤抽獎⽅法來決定得獎者，
yy及短程之觀光旅⾏。每公⾥收費⼀元，最
每⼈每期只可玩⼀次，否則參加資格作癈。
yy低收費⼗元，遠程則以優惠計算。
只限2019年會員及永久會員參加。
註:4若新⼀期遊戲圖片刊登仍未領獎，視為放棄領獎論。4
yy電話:y416-299-5999y或y905-305-0345

各位耆英會會員:
第⼗四屆幹事會(2019-2021)幹事提名
根據本會會章附則6，現屆幹事會任期將于六⽉底屆滿，本會將于七⽉⼗八⽇(週年晚會)A舉⾏會員⼤會及
新⼀屆幹事就職典禮，任期為兩年(7-1-2019A⾄A6-30-2021)A，現選舉籌備⼩組呼籲各會員積極提名會員
參選，請提名⼈於徵得候選⼈同意後，填妥下表，於四⽉⼆⼗⼆⽇下午五時前交回本會辦事處，逾期無效
，同時提名⼈及和議⼈必須為本會會員，入會滿⼀年或以上，每⼀會員可提名⼀位候選⼈，和議⼈則無限
制，同時候選⼈必須符合本會會章附則6.1規定:
A(⼀)A必須年滿五⼗五歲或以上，從無任何犯罪或破產紀錄者。
A(⼆)A必須為本會會員，入會滿⼀年或以上，並於籌備改選前六個⽉已為本會義⼯。AA
頣康耆英會選舉籌備⼩組
⼆Ｏ⼀九年⼆⽉⼗⼀⽇

第⼗四屆幹事提名表格
姓AA名AAAAAAAAAAAAAAAAAAAAAAA入會年⽉⽇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會員証號碼
候選⼈
提名⼈
和議⼈(⼀)
和議⼈(⼆)
遞交⽇期: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頣康耆英會選舉籌備⼩組代表核實資格者簽名:

A

(⼀)AAAAA⼀八年九⽉⾄⼀八年⼗⼀⽉份捐款頤康耆英會芳名︰A(截2⽉26⽇⽌)
A
AAAAAAAAAAAA無名⽒AA:65AAAAA
(⼆)AAAAA⼀八年九⽉⾄⼀八年⼗⼀⽉份捐款頤康基⾦芳名︰A(截2⽉26⽇⽌)A
AAAAAAAAAAAATengAHsingALingAA:130.2AAAMakAYeeAHarAA:130.2AAAAA游潤姍AA:376.8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四)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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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恕不辦理。
(五)A各會員若有任何個⼈資料需要更正，可致電AA(416)A412-4571AA內線2637AA耆英會留下⼝訊，請緊記清楚A留下會員號碼、姓名、電話等資料，⽅便跟進。
(六)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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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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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活動A/A興趣班退款守則︰
AAAAA‧A活動A/A興趣班⼀經取消，參加者可獲全數退款。
AAAAA‧A活動A/A興趣班⼀經舉⾏，恕不接受退款申請。
AAAAA‧A退款申請必須在活動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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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
AAAAAAA(每活動A/A興趣班計)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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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A活動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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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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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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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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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遇⼤停電、SARSA之類的特別情況下停課，課堂不會補課，延期及退款。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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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後到本會網⾴查看，
AA或電416A–A412-4571再按內線2637A聽取有關消息的電話錄⾳。
(⼗⼀)A凡未能參加整期課程或中途插班者A(A需於報名時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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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A附加費A(A⼩數後第⼀個位四捨五入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