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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健身室體驗日

“廚餘及有機廢物回收”計劃於耆英會正式開始
物回收”計劃於耆英會正式開始

本中心健身室將於下列時間開放予社區 人士體驗使用運動器材的樂趣，有專業
人士體驗使用運動器材的樂趣 有專業
健身教練從旁指導
健身教練從旁指導。
日期: 10 月 31 日(二
二)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費用: 每次收費$2
每次收費
歡迎有興趣人士到來使用全新的運動器材以鍛鍊身體功能
歡迎有興趣人士到來使用全新的運動器材以鍛鍊身體功能，或復康練習。查詢可
查詢可
與職員吳輝雄 Patrick Ng 聯絡。

為回應企業廚餘及有機廢物回收計劃新附例於十一月一日
廚餘及有機廢物回收計劃新附例於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正式生效，本會將由十一月起全面推行相關附例的
本會將由十一月起全面推行相關
新安排 如下:
於本中心地下室、大禮堂
大禮堂、厨房及三樓均設有“有機廚餘回收
有機廚餘回收筒”，請按指
示將廚餘或有機廢物如水果
如水果、蔬菜、肉類骨頭、蛋和吃剩的麵包
蛋和吃剩的麵包、米飯、植
物及使用過的紙質餐具及紙巾
物及使用過的紙質餐具及紙巾等放進回收箱。另外，
，請把可回收用之紙張放
進藍色回收箱，而其他垃圾
而其他垃圾則放進黑色垃圾箱。請各位
請各位保持環保通力合作。

耆英會全新長者健身室正式投入服務
耆英會長者健身室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份正式投入服務
耆英會長者健身室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份正式投入服務。此服務由
New Horizons for Seniors Program 撥款資助。歡迎
歡迎長者及年滿三十歲
的公眾人士使用。
。長者健身室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及四: 下午 1 時至 4 時
星期二、 三、
、 五、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長者健身室現正提供三種
長者健身室現正提供三種健身會籍，包括:
A. 10 次通行證(6 個月有效):耆英會會員價
個月有效
$20 元 (非會員$40)。
B. 月票 (一個月任用
一個月任用):耆英會會員價 $15 元 (非會員
非會員$30)。
C. 年票 (由購買日起計一年內任用
由購買日起計一年內任用):耆英會會員價
耆英會會員價 $150 元 (非會員$300)。

退休生活適應小組((粵語講授)

退休是生命歷程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也需要很多的準備
退休是生命歷程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也需要很多的準備，成功適應退休更
是邁向黃金歲月關鍵的第一步
是邁向黃金歲月關鍵的第一步。據研究顯示，退休人士發展持續的興趣
退休人士發展持續的興趣，並
身體力行參與各項活動 不但有效協助其適應退休生活及達致身心健康，更
身體力行參與各項活動，不但有效協助其適應退休生活及達致身心健康
有助增強他們的自我價值及生活樂趣 促進退休人士與社會的聯繫。隨著人
有助增強他們的自我價值及生活樂趣，促進退休人士與社會的聯繫
口老化，每年均有大量僱員踏入退休年齡
每年均有大量僱員踏入退休年齡。積極為退休作好準備
積極為退休作好準備， 以活出健
康及豐盛的退休生活。
。
秋祭典禮
日期: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0 日 (逢星期三) (共六節))
卡城華人耆英會長壽互助基金組定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正舉行
日
上午十一時正舉行秋 時間: 上午 10:00 時至中午 12:00 時
地點: 耆英會二樓會議室
祭典禮，在華人耆英會大禮堂門前向西方用金豬
華人耆英會大禮堂門前向西方用金豬 鮮花餅食果品拜祭先友在天之 內容: 認識人口老化對社會的影響
華人耆英會大禮堂門前向西方用金豬、鮮花餅食果品拜祭先友在天之
化對社會的影響; 退休的得與失;; 退休的謬誤; 退休生活的
靈）， 禮簡意重。
。是次活動祗限長壽互助基金組組員
是次活動祗限長壽互助基金組組員，參加者須攜二零一七年會
參加者須攜二零一七年會 轉變與調適以及如何照顧自己。
轉變與調適以及如何照顧自己
員証入場。 - 敬請準時出席 –
對象: 歡迎準備退休或已退休(2
歡迎準備退休或已退休 年內)的人士參加
粵曲研習班
人數: 6-8 位。名額有限
名額有限，費用全免。 講員: 吳輝雄先生
耆英會現邀得好友音樂社協辦
耆英會現邀得好友音樂社協辦「粵曲研習班」，
」，聚集一眾粵曲愛好者一起研究粵
聚集一眾粵曲愛好者一起研究粵 長者足部護理講座((六)[淺談足部痛症] (粵語講授
粵語講授)
曲。首三節內容為粵曲研習班
首三節內容為粵曲研習班，包括：工尺譜、
、研習丁板；最後一節為粵曲欣賞
最後一節為粵曲欣賞， 講座簡介:本講座旨在介紹一些常見於長者的足部痛症
本講座旨在介紹一些常見於長者的足部痛症
本講座旨在介紹一些常見於長者的足部痛症，並介紹簡單的舒緩方
欣賞唱家班操曲。
。歡迎粵曲愛好者參加。
法和技巧。 講座內容:•常見的長者足部痛症
講座內容
•鞋具與鞋墊選擇簡介
鞋具與鞋墊選擇簡介
日期：11 月 5 日至 12 月 17 日(日)共七節
費用全免 歡迎社區各界人士參加
上課時間為： 1) 11 月 5 日至 19 日,12 月 3 日至 10 日: 下午一時至三時上課
上課
耆英會假期之安排
2) 11 月 26 日及 12 月 17 日：下午十二時半至四時半
下午十二時半至四時半上課
11 月 11 日﹝星期六﹞
﹞為和平紀念日, 本會將休息一天（中心關閉）
本會將休息一天
費用：會員 21 元 非會員 28 元 地點：地下娛樂室
地下娛樂室
11 月 13 日﹝星期一﹞
﹞為和平紀念日補假, 中心將照常開放,
中心將照常開放 而地下辦公室及
所有耆英會活動之查詢及報名：請親臨耆英會或致電 403-269-6122
二樓外展部將休息一天
敬希各會友垂注

卡城區域醫管局優質生活教育課程
城區域醫管局優質生活教育課程 (免費課程)
(
報名及查詢：醫管局陸太
醫管局陸太(403)955-6857 或耆英會(403)269-6122
或耆英會
長期痛症自我管理課程
長期痛症自我管理課程(粵)
*六星期課程
這是一個六星期的管理課程及工作坊，目的是使參加者共同參與和勉勵
這是一個六星期的管理課程及工作坊
目的是使參加者共同參與和勉勵，增
強自信心，學到各種不同技巧
學到各種不同技巧，用來克服慢性痛症帶來的身體和情緒的問
用來克服慢性痛症帶來的身體和情緒的問
題，從而改善生活質素
從而改善生活質素。課程的導師是兩位受訓練的病患者
位受訓練的病患者，以同路人的身
份來面對長期痛症的挑戰
份來面對長期痛症的挑戰。
日期: 11 月 1 日、8 日、15
日
日、22 日、29 日 及 12 月 6 日(逢星期三)
時間: 9:30am – 12:00pm
地點: 耆英會二樓會議室

糖尿病講座(粵)
糖尿病教育中心舉辦糖尿病講座，專為糖尿病患者或其家人而設
糖尿病教育中心舉辦糖尿病講座
專為糖尿病患者或其家人而設；內容包括
糖尿病的成因、飲食護理
飲食護理、血糖自我檢測和預防併發症的方法等
血糖自我檢測和預防併發症的方法等。
日期：11 月 6 日 (一)) 時間：9:00am – 4:30pm 地點：耆英會二樓教學室
地點
講師：陳李佩詩註冊營養師
陳李佩詩註冊營養師 王國賓註冊護士及糖尿病導師

怎樣預防患上糖尿病
怎樣預防患上糖尿病(粵)
日期︰11 月 20 日 (一
一) 時間： 9:00am-1:00pm
地點：二樓教學室
講師︰陳李佩詩註冊營養師
陳李佩詩註冊營養師

歡迎十八歲以上會員
及非會員參加

腎臟健康(粵)
內容: 1. 腎的解剖 (結構
結構) 2. 腎的作用 3. 腎衰弱的原因-急性的或長期性的
腎衰弱的原因
預徵象 4. 腎病的象徵與症狀 5. 腎病的檢驗 6. 腎功能運作程序 7. 如醫
生証實我的腎功能減低 我當如何? 8. 長期腎病(CKD)
生証實我的腎功能減低,
(CKD) 的減輕和預防 9.
如何自我護理腎的健康 10.問與答
日期：11 月 23 日 (四
四)
時間：9:00am - 12:30pm 地點：二樓課室
講者：呂適中先生註冊護士
呂適中先生註冊護士、慢性疾病處理及特許糖尿病導師
慢性疾病處理及特許糖尿病導師

闡釋痛楚(粵)
1.痛的根源 2.怎樣面對疼痛
怎樣面對疼痛 3.如何適應調節 4.人體的訊息傳遞路線
人體的訊息傳遞路線 - 痛
楚是什麼 - 為什麼通常痛楚會自動消退 - 經常疼痛令身體有什麼變化 怎樣減輕痛楚
日期︰11 月 28 日 (二
二)
時間︰9:00am-11:00am
11:00am 地點： 二樓會議室
講師︰呂適中先生，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慢性疾病處理及特許糖尿病導師
慢性疾病處理及特許糖尿病導師
免費個人營養輔導
免費個人營養輔導(國)(粵)
預約服務請致電醫管局
預約服務請致電醫管局(403)955-6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