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 課程名稱
學費/

55-64歲
學費/

65歲或以上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時間 堂數 地點 語言 學系 學分 課程簡介

星期一 SING SING 相識歌唱班 [上期] $80 $40 5月2日 6月27日 上午 9:30 - 10:30 8 網上 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SING SING 相識歌唱班 [下期] $80 $40 7月4日 8月29日 上午 9:30 - 10:30 8 網上 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銀髮芭蕾  (基礎班)[上期]  $72 $36 5月2日 6月27日 上午 10:30 - 下午 12:00 8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銀髮芭蕾  (基礎班)[下期] $72 $36 7月4日 8月29日 上午 10:30 - 下午 12:00 8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書法(中、高班)  [上期] 臨習李邕嶽麓上寺碑 

新時間，己滿額
$72 $36 5月2日 6月27日 上午 10:00 - 11:30 8 中心/ 網上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書法(中、高班)  [下期] 臨習李邕嶽麓上寺碑 

新時間，己滿額
$72 $36 7月4日 8月29日 上午 10:00 - 11:30 8 中心/ 網上 英/粵 音樂/藝術 0.5

$48 $24 5月2日 6月27日 下午 1:30 - 2:30 8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48 $24 7月4日 8月29日 下午 1:30 - 2:30 8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48 $24 5月2日 6月27日 下午 2:30 - 3:30 8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48 $24 7月4日 8月29日 下午 2:30 - 3:30 8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星期一 中國舞蹈班 (基礎班) [上期] $63 $32 5月2日 6月27日 下午 2:00 - 3:30 7 中心/ 網上 粵/國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中國舞蹈班(基礎班) [下期] $72 $36 7月4日 8月29日 下午 2:00 - 3:30 8 中心/ 網上 粵/國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一 春季遠足樂 1 $5 $5 5月30日  5月30日  上午10:00 -中午12:00 L'Amoreaux Park 英/粵 運動/健身
在春回大地，春光明媚的日子，讓我們透過輕鬆的步伐，一同探索及享受多倫多大自然

的美景！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要，請自備口罩。集合地址--
2000 McNicoll Ave, Scarborough (集合於停車場)

星期一 春季遠足樂 2 $5 $5 6月6日    6月6日    上午10:00 -中午12:00 ET Seton Park 英/粵 運動/健身
在春回大地，春光明媚的日子，讓我們透過輕鬆的步伐，一同探索及享受多倫多大自然

的美景！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要，請自備口罩。集合地址-- 
73 Thorncliffe Park Dr, Toronto (集合於停車場)

星期一 春季遠足樂 3 $5 $5 6月13日  6月13日  上午10:00 -中午12:00 G Ross Lord Park 英/粵 運動/健身
在春回大地，春光明媚的日子，讓我們透過輕鬆的步伐，一同探索及享受多倫多大自然

的美景！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要，請自備口罩。集合地址-- 
4801 Dufferin St, North York (集合於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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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休假) 

每週六早上老師用WhatsApp 
出下週功課和示範的視頻。週五早上交功課。每月最後週一回中心上課。

星期一 匹克球 (基礎班) 

匹克球是網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混合運動，中等運動量，提升四肢協調能力。

星期一 匹克球 (中班)

2022年5 - 8月 課程
(為55歲或以上人士提供終身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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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髮芭蕾專為年長的初學習者設計，旨在改善他們的姿勢，協調能力和活動水平。 



星期一 春季遠足樂 4 $5 $5 6月20日  6月20日  上午10:00 -中午12:00 Milne Hollow 英/粵 運動/健身
在春回大地，春光明媚的日子，讓我們透過輕鬆的步伐，一同探索及享受多倫多大自然

的美景！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要，請自備口罩。集合地址-- 
Old Lawrence Ave, North York (集合於停車場)

星期一 春季遠足樂 5 $5 $5 6月27日  6月27日  上午10:00 -中午12:00 Sherwood Park 英/粵 運動/健身
在春回大地，春光明媚的日子，讓我們透過輕鬆的步伐，一同探索及享受多倫多大自然

的美景！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要，請自備口罩。集合地址-- 
190 Sherwood Ave, Toronto (集合於停車場)

星期一 實用英語(基礎班) 免費 免費 7月4日 8月29日 下午 2:00 - 3:15 8 中心 英/粵 文化提昇/教育 0.5
教授實用英語，例如銀行交收、購物、基本手機技能、以及在醫生辦公室和急症室等的

常用字句。 

星期二 匹克球(定時運動) 多次通行証 多次通行証 5月3日 8月30日 上午 10:00 - 下午12:00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匹克球是網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混合運動，中等運動量，提升四肢協調能力。

星期二 排舞(基礎班) [上期] $81 $41 5月3日 6月28日 上午 10:00 - 11:30 9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二 排舞(基礎班) [下期] $81 $41 7月5日 8月30日 上午 10:00 - 11:30 9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二 保持年輕、靈活的腦筋 [上期] 新 $80 $40 5月3日 6月28日 上午 11:00 - 下午12:30 8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二 保持年輕、靈活的腦筋 [下期] 新 $90 $45 7月5日 8月30日 上午 11:00 - 下午12:30 9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二 關節肌肉舒展運動 $48 $24 5月3日 6月28日 下午 1:00 - 2:00 8 中心/ 網上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提升關節和肌肉運動、增強肌肉質量和骨骼成長。(5 月31 日放假)

星期二 中國初级山水畫班 [上期] 新 $90 $45 5月3日 6月28日 下午 1:30 - 3:00 9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二 中國初级山水畫班 [下期] 新 $90 $45 7月5日 8月30日 下午 1:30 - 3:00 9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二 舞台劇演藝入門  新 $120 $60 5月3日 6月28日 下午 2:00 - 4:00 9 中心 粵 音樂/藝術 0.5

你可能聽過舞台劇這個名詞，但你對舞台劇有多少認識？你有興趣參與舞台劇的演出嗎

？

105 Gibson Centre 
將於本年五月份開辦「舞台劇演藝入門班」，專業導師將與你一起分享舞台劇的基本知

識及演藝訓練，助你踏上舞台劇演出的第一步。

7月5日 8月30日 下午 7:00 - 9:00 中心 粵 音樂/藝術

7月7日 8月25 日 下午 2:00 - 4:00 中心 粵 音樂/藝術

星期二 歡樂手鈴班 [上期] 己滿額 免費 免費 5月3日 6月28日 下午 3:00 - 4:15 9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二 歡樂手鈴班 [下期] 己滿額 免費 免費 7月5日 8月30日 下午 3:00 - 4:15 9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三 健康森巴舞運動 [上期] $54 $27 5月4日 6月29日 下午 1:30 - 2:30 9 中心/ 網上 英/粵 健康/養生 0.5

使用手鈴樂器，訓練義工，不但個人享受音樂，身心受益，又能將歡樂和美妙鈴聲帶進

社群。

這課程適合初级，未畫過中國山水畫的人仕參加。教授傳统畫技法和理論。課程包括練
習，理論和創作三方面。

證書導師教授透過身體各部帶氧運動達至強化肌肉效果。 

星期二及星期

四
舞台劇演出訓練班  新 $180 $90 9 0.5

適合初學者參加，由淺入深教授排舞基本歩法和跳舞技巧。無須跳舞經驗。

凡完成「舞台劇演藝入門班」，或具有舞台劇及相關演出經驗者，歡迎加入為期八周的

「舞台劇演出訓練班」，並有機會參與十月份的正式演出訓練及綵排，不限性別年齡。

大腦功能提早退化成為現代金齡人生健康的新挑戰，本課程提供大腦功能最新的發現及

有效實際保持年輕腦筋活化活動，介紹方法可以更好地維護大腦健康及其功能，使腦筋

更靈活。(5月17 日放假)



星期三 健康森巴舞運動 [下期] $54 $27 7月6日 8月31日 下午 1:30 - 2:30 9 中心/ 網上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三
愛心大使-- 裝備與訓練(中班)  [上期] 

(第1及3個週三)
免費 免費 5月4 及18日 6月1及15日 下午 2:00 - 4:00 4 網上 英/粵 心靈關顧 0.5

星期三
愛心大使-- 裝備與訓練(中班)  [下期] 

(第1及3個週三)
免費 免費 7月6及20日 8月3及17日 下午 2:00 - 4:00 4 網上 英/粵 心靈關顧 0.5

星期三 金曲詠唱(基礎班)[上期] (第2及4個週三) $48 $24 5月11 及25日 6月8及22日 下午 2:00 - 4:00 4 網上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三 金曲詠唱(基礎班)[下期] (第2及4個週三) $48 $24 7月13及27日 8月10及24日 下午 2:00 - 4:00 4 網上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三 西班牙語初班 (上期)新 $54 $27 5月4日 6月29日 下午 4:30 - 5:30 9 網上 英/西 文化提昇/教育 0.5

星期三 西班牙語初班 (下期)新 $54 $27 7月6日 8月31日 下午 4:30 - 5:30 9 網上 英/西 文化提昇/教育 0.5

星期四 健腦強身運動班(基礎班)[上期] $48 $24 5月5日 6月30日 上午 10:00 - 11:00 8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四 健腦強身運動班(基礎班)[下期] $54 $27 7月7日 8月25日 上午 10:00 - 11:00 9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四 匹克球 (定時運動) 多次通行証 多次通行証 5月5日 8月25日 下午 1:00 - 3:00 中心 英/粵 運動/健身 n/a 匹克球是網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混合運動，中等運動量，提升四肢協調能力。

星期四 中醫師教室(中班)(上期) $90 $45 5月5日 6月30日 下午 1:30 - 2:45 9 網上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四 中醫師教室(中班)(下期) $80 $40 7月7日 8月25日 下午 1:30 - 2:45 8 網上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四 健康口琴班  [上期] $81 $41 5月5日 6月30日 下午 2:00 - 3:30 9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四 健康口琴班  [下期] $72 $36 7月7日 8月25日 下午 2:00 - 3:30 8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五 九式逍遙太極  “包括練習時間” $96 $48 5月6日 6月24日  上午10:00 - 下午12:00 8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九式逍遙太極，這套拳以楊式大架為基礎，包涵吳、孫和陳式等打法，招式簡樸，其內
容更顯精練和規範，並且也能充分體現太極運動的特點，容易學習、老幼皆宜, 
也適合初學者。

星期五 48 式太極拳   “包括練習時間” 新 $96 $48 7月8日 8月26日  上午10:00 - 下午12:00 8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這套太極拳是簡化太極拳套路的延續和提高，以楊式太極拳為主，吳式和孫式太極拳為
輔。其套路編排遵循由易到難的原則，具有均勻連貫，注重動作的左右勻稱，結構嚴謹

，銜接自然，外柔內實，並且也能充分體現太極運動的特點，全套動作內容充實，是極
佳的強身健體運動，老幼皆宜。

星期五 書法--楷書(基礎班)[上期]  新 $72 $36 5月6日 6月24日 上午 10:00 - 11:30 8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星期五 書法--楷書(基礎班) [下期] 新 $72 $36 7月4日 8月26日 上午 10:00 - 11:30 8 中心 英/粵 音樂/藝術 0.5

通過C調中的21或24孔 複音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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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內容: 亞洲口琴基本技能、 音樂理論及基礎知識。 
口琴伴奏/歌唱實戰。

這課程適合初级，未習過書法的人仕参加。從握筆，運筆，基本筆法及结構教起，課程
包括練習，理論和創作三方面。

以音樂配合動作達致健腦強身, 
增強記憶力、舒緩情緒及減輕壓力的效果。運動可以站着或座在椅上進行。

此課程將會教授中醫方劑學的四個題目，分別是瀉下劑，表裡雙解劑，和解劑及補益劑

。

裝備義工知已知彼，明白耆壯人士的需要與接受不同訓練，服侍別人，共建美好和諧社

區 。

藉唱卡拉 OK, 回憶你永遠不會忘記的歌曲; 重新點燃你喜歡的樂曲 , 
回到你青春歲月的情懷。

正宗南美洲西班牙語老師教授學員日常西班牙用語，令你旅遊時更暢所欲言。此課程適

合初學者。

證書導師教授透過身體各部帶氧運動達至強化肌肉效果。 



星期五 讚美操[上期] 免費班 $30 行政費 
$30 行政費        

(無半價優惠)  
5月6日 6月24日 上午 10:30 - 下午12:00 8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五 讚美操[下期] 免費班 $30 行政費 
$30 行政費        

(無半價優惠)  
7月4日 8月26日 上午 10:30 - 下午12:00 8 中心 英/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五 初級華武太極扇  [上期] “包括練習時間” $48 $24 6月3日 6月24日 下午 2:00 - 4:00 4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五 初級華武太極扇 [下期] “包括練習時間” $96 $48 7月8日 8月26日 下午 2:00 - 4:00 8 中心 粵 健康/養生 0.5

星期六 二胡入門(上期)新 $42 $21 5月7日 6月25日 下午 1:00 - 下午 2:00 7 中心 英/粵/國 音樂/藝術 0.5

星期六 二胡入門(下期)新 $42 $21 7月9日 8月27日 下午 1:00 - 下午 2:00 7 中心 英/粵/國 音樂/藝術 0.5

藉著詩歌，配合舞蹈，舒緩身心，提升精神和靈性。

增強身體平衡力和柔韌度，舒經活血，強身健體。(2:00-2:30 練習時間) 開課日期6 月3 日

為初學二胡有認識的人士而設。本課程學習簡譜及五線譜樂理，認識及鞏固基本指法及

運弓技巧，學習演奏不同風格的中國民歌及西方曲目。同學必須自備樂器及譜架。(5月2
1日,7月2日,7月30日休假)



星期 講座名稱 學費 開始日期 時間 地點 語言 課程簡介

星期三 健康生活: 超級食物與家居小貼士 免費 6月8日 下午 2:00 - 下午 3:00 網上 粵 講座將會分享什麼是「超級食物」其好處及需知並家居健康小貼士

星期六 髖關節和膝關節骨關節炎 免費 7月9日 上午 10:00 - 上午 11:15 中心 粵 有髖關節同膝關節疼痛? 齊來了解髖關節和膝關節退化問題和即場學習運動與保健方法!

星期六 做過開心快樂人 免費 8月13日 上午 10:00 - 上午 11:15 中心 粵 老年是享受生活的好時機。做過開心快樂人，必須整體關注身心靈的需要，是健康老齡

化的重要因素。

星期六 養生湯水篇 免費 8月27日 上午 10:00 - 上午 11:15 網上 粵 此講座將從中醫的角度說明湯水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性，及分享如何利用湯水作為一種食
療方法來養生及防治疾病。

星期 活動 費用 日期 時間 地點 簡介

星期六 漫步多倫多市中心 $5 5月7日 上午10:00 -下午5:00 參觀市中心有名的旅游景點 
暢遊多倫多市中心著名的旅遊景點。請穿著合宜的衣服，携帶適量的水及小食。如有需

要，請自備口罩。

星期二及星期

四 
夏令日營  待定 7月 5日至28日 上午9:30 - 下午 3:00 105 Gibson 中心 營會逢星期二及星期四進行

您可以參加更多「定時運動」的體育項目。如欲查詢更多有關資料，詳情請參閱 105 Gibson Center 網站: 105gibson.com/sports-program

附註 - 語言: 英語(英)、粵語(粵)、國語(國)、韓語(韓)、西班牙語(西)、日語(日)

 

集合地址--集合於停車場

Finch 地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