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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名稱 學費 日期 時間 堂數 對象 語言 課程簡介

YUCM 青心靈聽 免費 7月18日 - 8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 2:00 - 下午 4:00 5 18 - 27 粵 透過操練, 學習不同的方法進入安靜, 為心靈營造空間, 配合屬靈操練, 安靜主
前, 聆聽神、聆聽自己, 藉此與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CCMS 歌唱班 $30 7月6日 - 8月31日 (星期一) 下午7:30 - 下午9:00 8 18+ 粵 學習呼吸, 發聲, 共鳴及吐字等歌唱技巧, 用以演譯粵曲小調和流行曲。
ALCD 中國舞蹈班 $30 7月6日 - 8月31日 (星期一) 下午2:00 - 下午3:30 8 18+ 粵/國 學習古典及不同少數民族舞蹈, 增強體能及肢體協調, 並認識中國文化。 
ALESS 關節肌肉舒展運動 $30 7月7日 - 8月25日 (星期二) 下午1:00 - 下午2:00 8 18+ 粵 提升關節和肌肉運動, 增強肌肉質量和骨骼成長。
ALKC 編織興趣班 $30 7月7日 - 8月25日 (星期二) 下午2:00 - 下午3:00 8 18+ 粵 尋找編織的樂趣(材料工具自備)。

ALFT 疫情下的財務影響 $10 7月7 - 21日 (星期二) 下午7:00 - 下午 8:30 3 任何人士 英 1. 健康的財務選擇 適當投資您的辛勞積蓄 2. 構成您個人全面財務規劃的12個
基礎要素. 3. 終身回報的11個投資主題

ALSD 健康樂齡舞 $30 7月8日 - 8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1:30 - 下午2:45 8 18+ 粵 在公園或廣場常見的自發性之舞蹈。
ALCK 樂韻傳關愛 $10 7月8日 - 8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2:30 - 下午4:00 8 18+ 粵 愛心大使- 裝備與訓練: 給探訪組員提供關懷及歌唱訓練。
ALED 健康森巴舞運動 $30 7月2日 - 8月27日 (星期四) 下午12:45 - 下午2:00 9 18+ 粵 證書導師教授, 透過身體各部運動達至強化肌肉效果。

ALET 徒步探尋多倫多之美 $20 7月9日 (星期四)
7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7:00 - 下午8:30
下午6:30 - 下午8:00 2 18+ 粵/國

為甚麼徒步, 多倫多市最美的徒步道徑, 徒步的準備. 答問時間。
導師帶領黃昏探索多市內遠足徑 .由多倫多布魯斯步道俱樂部, 公共關係及教
育董事Alina Lin 主講。

ALPD 讚美操 $10 行政費 7月3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11:00 - 下午12:00 9 18+ 粵 藉着詩歌, 配合舞蹈, 舒緩身心, 提升精神和靈性。

ALHH 健康口琴班 $30 7月3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2:00 - 下午3:30 9 18+ 粵 通過C調中的21或24孔顫音口琴欣賞音樂 (吹, 吸和音階的排列)。 學生自備 
21或24 孔 C調複音口琴。

CCVW 社區生活之義務工作技能工作坊 免費 7月10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7:00 - 下午8:30 8 任何人士 粵 建立個人內在特徵，成為有目標的義工。
MVB 小提琴入門基礎初班 $40 7月4日 - 8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 9:30 - 上午 10:30 8 任何人士 英/粵/國 學習簡譜/五線譜樂理, 速成基本上琴技巧, 實用分享中國民歌及西洋曲目。
MVI 小提琴基礎中班 $40 7月4日 - 8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10:30 - 上午 11:30 8 任何人士 英/粵/國 學習簡譜/五線譜樂理, 速成基本上琴技巧, 實用分享中國民歌及西洋曲目。 

MES 二胡基礎初班 $40 7月4日 - 8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12:00 - 下午 1:00 8 任何人士 英/粵/國 學習二胡簡譜/五線譜樂理, 速成基本指法及運弓技巧, 實用分享中國民歌及西
洋曲目。 

ALSC SING SING 相識 $20 7月6日 - 8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10:00 - 上午11:00 8 55+ 粵 學習呼吸, 發聲, 共鳴及吐字等歌唱技巧, 用以演譯粵曲小調和流行歌曲。
學系: 美術演藝. 學分: 0.5分

ALCD 中國舞蹈班 $20 7月6日 - 8月31日 (星期一) 下午2:00 - 下午3:30 8 55+ 粵/國 學習古典及不同少數民族舞蹈, 增強體能及肢體協調, 並認識中國文化。
學系: 美術演藝. 學分: 0.5分

ALESS 關節肌肉舒展運動 $20 7月7日 - 8月25日 (星期二) 下午1:00 - 下午2:00 8 55+ 粵 提升關節和肌肉運動, 增強肌肉質量和骨骼成長。學系: 健康保健. 學分: 0.5分
ALKC 編織興趣班 $20 7月7日 - 8月25日 (星期二) 下午2:00 - 下午3:00 8 55+ 粵 尋找編織的樂趣(材料工具自備)。 學系: 美術演藝. 學分: 0.5分

ALFT 疫情下的財務影響 免費 7月7 - 21日 (星期二) 下午7:00 - 下午8:30 3 55+ 英 1. 健康的財務選擇 適當投資您的辛勞積蓄 2. 構成您個人全面財務規劃的12個
基礎要素. 3. 終身回報的11個投資主題 學系: 文化提昇. 學分: 0.5分

ALSD 健康樂齡舞 $20 7月8日 - 8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1:30 - 下午2:45 8 55+ 粵 在公園或廣場常見的自發性之舞蹈。學系: 健康保健. 學分: 0.5分

ALCK 樂韻傳關愛 $10 7月8日 - 8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2:30 - 下午4:00 8 55+ 粵 愛心大使- 裝備與訓練: 給探訪組員提供關懷及歌唱訓練 。學系: 社區參與。
學分: 0.5分

ALED 健康森巴舞運動 $20 7月2日 - 8月27日 (星期四) 下午12:45 - 下午2:00 9 55+ 粵 證書導師教授, 透過身體各部運動達至強化肌肉效果。學系: 美術演藝. 
學分: 0.5分

ALET 徒步探尋多倫多之美 $10 7月9日 (星期四)
7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7:00 - 下午8:30
下午6:30 - 下午8:00 2 55+ 粵/國

為甚麼徒步, 多倫多市最美的徒步道徑, 徒步的準備. 答問時間。 學系: 社區參
與. 學分: 0.25分
導師帶領黃昏探索多市內遠足徑。由多倫多布魯斯步道俱樂部, 公共關係及教
育董事Alina Lin 主講

ALPD 讚美操 $10 行政費 7月3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11:00 - 下午12:00 9 55+ 粵 藉着詩歌, 配合舞蹈, 舒緩身心, 提升精神和靈性。學系: 健康保健. 
學分: 0.5分

ALHH 健康口琴班 $20 7月3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2:00 - 下午3:30 9 55+ 粵 通過C調中的21或24孔顫音口琴 欣賞音樂 (吹, 吸 和音階的排列). 學生自備 21
或24 孔 C調 複音口琴, 音樂架。 學系: 美術演藝. 學分: 0.5分

CCVW 社區生活之義務工作技能工作坊 免費 7月10日 - 8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7:00 - 下午 8:30 8 任何人士 粵 建立個人內在特徵, 成為有目標的義工。

(ALI Talk) 新冠肺炎 - 加拿大的進退 免費 7月4日 (星期六) 下午2:00 - 下午3:00 1 任何人士 英
由張宏發先生主講 
1. 疫情對各行業及各省的影響 
2. 概談加國不同援助方案 
3. 各國龐大救市措施對經濟的後軸衝擊

(ALI Talk) 新冠肺炎 - 加拿大的進退 免費 7月4日 (星期六) 下午3:30 - 下午4:30 1 任何人士 粵
由張宏發先生主講 
1. 疫情對各行業及各省的影響 
2. 概談加國不同援助方案 
3. 各國龐大救市措施對經濟的後軸衝擊

(ALI Talk) 泰然面對新常態 免費 7月6日 (星期一) 下午12:30 - 下午2:00 1t 任何人士 粵
由黃高麗霞, 臨牀心理學博士主講 
1. 如何適應Covid-19疫情三個月後的生活變化 
2. 如何為疫情的未來做好準備 
3. 變化的世界中對自我保健的實用建議

(ALI Talk) 覓新平衡點、創美好家園 免費 8月1日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上午11:30 1 任何人士 粵
由註冊社會工作者 張靜雯 主講
1.了解Covid-19如何影響我們 
2. 什麼是“新常態”文化？ 
3. 幫助家庭彼此“重新連接"

(ALI Talk) 肩頸 保健運動與方法 免費 8月8日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上午11:30 1 任何人士 粵 由雷蘊芳主講 
抗疫期間感到肩頸痛? 齊來了解肩頸痛成因和即場學習運動與保健方法!

(ALI Talk) 職業定位更新實戰策略 (第一講) 免費 8月13日 (星期四) 下午2:30 - 下午4:00 1 任何人士 粵 疫情期間及之後的成功求職之道。

(ALI Talk) 解開腰酸背痛之謎 免費 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10:00 - 上午11:30 1 任何人士 粵 由雷蘊芳主講
為您解開腰酸背痛之謎! 內容包括腰背痛起因, 即場教授運動與保健方法。

(ALI Talk) 職業定位更新實戰策略 (第二講) 免費 8月20日 (星期四) 下午2:30 - 下午4:00 1 任何人士 粵 疫情期間及之後的成功求職之道。

豐盛生命學苑網上夏令營 -- 
渡「疫」有道 $50 8月4 - 27日 (星期二及四) 上午9:30 - 下午12:30 8 55+ 粵 星期二 (八段錦/ 齊頌唱/ 生命見證/小組分享)

星期四 (讚美操/ 齊頌唱/ 新資訊/ 小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