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資訊 

1. 因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中心只提供有限度服務，偶到服務暫停。如需申請關愛基金

牙科服務、關愛電視、N無人士、長者優惠計劃或其他服務，請致電 26711802與中心

職員預約時間。 

 

2. 本中心會透過本機電話「91388453」將中心資訊給予本中心會友，請你將我們的電話

「91388453」加到通訊錄，以啟用中心的 WhatsApp廣播群組並收取資訊。中心 WhatsApp 

廣播功能只由中心單方面向會友發放中心資訊，會友無須回覆。 

如會友發現未能接收中心訊息，請致電 26711802或親臨本中心與中心職員聯絡。 

＊所有活動報名或留名，請致電 26711802與負責職員聯絡。 

 

3. 免費延長會籍安排 

為關顧受影響之會友，並讓大家感受到青年會與其共渡時艱，一起抗疫同行。受惠對

象將為 2020年 1月 29日或之後仍為有效之會友。 

2020年 1月 29日至 4月 30日到期之會籍，會籍到期日將設定為 2021年 4月 30日。 

2020年 5月 1日或之後到期之會友會籍到期日將按原本到期日後加多一年。 

 

 

 

 

 

 

 

 

 

 

 

 

 

 

 

 

 

 

 

 

 

 

 

 

 

 

  

 

 

 

 

  

 

 

 

 

 

 

 

 

 

 

 

 

 

 

 

開放中心 5件事 

1. 正確地戴口罩  2. 量體溫   3. 使用搓手液搓手     

4. 自備飲用水   5. 沖廁前蓋上馬桶蓋 

 

本月例會日期 
12月 14、28日 

時間：上午 09:00 (實體+Facebook直播) 

上午 10:30  (實體) 

為保持各位社交距離，每場例會將設人數限制，額滿

即止。有興趣參加的會友，可致電 26711802與中心職

員聯絡登記留名。 

2020 年 12月 
中心通訊 

中心 Facebook專頁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平長者鄰舍中心 

大腦的快樂機制 (上) 
每個人對於幸福的理解和定義不一樣，兩者都是難以利用「實物」來顯示出來的感受，

離不開大腦中的化學反應，也離不開與之相關的各種化學物質。如果從這個層面來分析

和理解幸福，就會簡單很多，因為大腦中與快樂相關的化學物質只有 4種，分別是血清 

素、腦內啡、催產素和多巴胺，。今次為大家介紹血清素以及腦內啡。 

 

血清素 

相關感受：自信、安全感 

當感覺自己被尊重，或者得到了認同時，大腦中的血清素就會增加，自我感覺從容，情

緒也會很穩定，由此而產生的自信和安全感則會帶來更多的情感張力，幫助我們更能面

對生活和工作中的起起落落。反之，當我們缺少認同，感到自我懷疑，或者找不到存在

感和價值感的時候，血清素就會下降，而血清素的缺乏會使人感到焦慮、憂鬱，睡眠和

食慾也會受到影響。 

 

腦內啡 

相關感受：愉悅、享受、放鬆、被治癒 

與腦內啡相關的情緒是愉悅感、快感、放鬆，以及被治癒的感覺等等，比如當我們吃到

好吃的食物、投入自己特別喜歡的事情、看溫暖的電影、聽美好的音樂，或者欣賞美麗

的風景時，大腦就會分泌腦內啡，為我們帶來一種美好的感受。相反，當我們傷心、哭

泣，或者身體經歷疼痛，大腦也會分泌腦內啡，因為腦內啡能阻止與疼痛有關的信號，

有助於緩解疼痛。 

資料來源：網上文章 

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 8:30至下午 5: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中心電話：26711802 中心傳真：26794798 

電郵：tpctr@ymca.org.hk 網址：https://tpc.ymca.org.hk/ 

地址：新界上水天平邨天明樓地下 116、117及 119號 

印製數量：400份 印製日期 : 2020年 11月 

督印人：冼碧琪 編輯：陳嘉偉、曾偉傑、葉素娥 

 



 

 
2020年 12月活動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 十月十七 2 十月十八 3 十月十九 4 十月二十 5 十月廿一 
  09:00 中文樂 

10:00 地壺球# 
10:00 認知障礙社區教育計劃 
11:00 芬蘭木柱# 
02:00 硬地滾球# 
02:30營養師講座 
03:00 黃昏太極# 
 

09:00 友腦同樂會 
09:00 Cornhole# 
10:00 益腦操 
10:00 長者門球樂# 
11:00 椅上徒手操 A 
01:00 持致以衡 
02:00 書法 
 

09:00 玩腦還童 
09:30健腦運動鄉郊(軍地)*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11:00環保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02:00 抗疫中醫(彩園)* 
      抗疫物理治療(鳳溪)* 
 

09:00 指揮操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00 聯青手語 
 

10:00愛笑瑜伽樂體驗   

6 十月廿二 7 十月廿三 8 十月廿四 9 十月廿五 10 十月廿六 11 十月廿七 12 十月廿八 

 09:00護老者活動  
10:00 護老專題 
11:00抗疫中醫講座 
01:00 認知障礙社區教育計劃 
02:30風中有理 
04:00天平拍攝小組 
 

09:00 中文樂 
10:00 地壺球# 
10:00 藝樂在天平小組 
11:00 芬蘭木柱# 
01:00 薰香益腦醒神工作坊 
02:00 抗疫柔力球# 
02:30營養師講座 
03:00 黃昏太極# 
 

09:00 友腦同樂會 
09:00 Cornhole# 
10:00 益腦操 
10:00 長者門球樂# 
11:00 椅上徒手操 A 
01:00 持致以衡 
02:00 勵群匯 
 

09:00 玩腦還童 
09:30健腦運動鄉郊(軍地)*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11:00環保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02:00 耆樂融融 
03:00抗疫健康資訊站(彩園)* 
 

09:00 指揮操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00 聯青手語 
 

10:00 認知障礙社區教育計
劃 
 

13 十月廿九 14 十月三十 15 十一月初一 16 十一月初二 17 十一月初三 18 十一月初四 19 十一月初五 
 09:00 例會(直播+實體) 

09:30 抗疫健康資訊站 
10:00微笑行動社區資訊 
10:30例會(實體) 
11:00抗疫健康資訊站 
11:30微笑行動社區資訊 
01:30 認知障礙社區教育計
劃 
03:00風中有理 
04:00天平拍攝小組 
 

09:00 中文樂 
10:00 地壺球# 
10:00藝樂在天平小組  
11:00 芬蘭木柱# 
02:00 抗疫柔力球# 
03:00 黃昏太極# 
 

09:00 友腦同樂會 
09:00 Cornhole# 
10:00 益腦操 
10:00 長者門球樂# 
11:00 椅上徒手操 A 
01:00 持致以衡  
02:00 平板義工訓練 
03:30 和諧粉彩 

09:00 玩腦還童 
09:30健腦運動鄉郊(軍地)*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11:00環保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03:00抗疫健康資訊站(鳳溪)* 
 

09:00 指揮操 
10:00 輕彩繪 
11:00 一枝筆靜心畫 
02:00 我有我的生活態度  
02:00抗疫血糖測試(彩園) 
 

12:30 阿太靚湯(到戶送湯) 
 

20 十一月初六 21 冬至 22 十一月初八 23 十一月初九 24 十一月初十 25 十一月十一 26 十一月十二 

 09:00樂行義工 
10:00 藝樂在天平 
02:30 現代養生-中醫講座及 
      養生聚 
04:00天平拍攝小組 
 

09:00 中文樂 
10:30 耆樂傭融 
01:00風中有理 
02:00 抗疫柔力球# 
02:30護老天地-賣奶粉（倍力康） 
03:00 黃昏太極# 
03:30 抗疫物理治療講座 

09:00 友腦同樂會 
09:00 Cornhole# 
10:00 益腦操 
10:00 長者門球樂# 
11:00 椅上徒手操 A 
01:00 持致以衡 
02:00 書法 
 

09:00 玩腦還童 
09:30健腦運動鄉郊(軍地)*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11:00環保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02:30 輕彩繪 
03:30 一枝筆靜心畫 

 
聖誕節假期 

 

聖誕節翌

日 

27 十月十三 28 十月十四 29 十月十五 30 十月十六 31 十月十七     

 09:00 例會(直播+實體) 
09:30 抗疫健康資訊站 
10:00微笑行動社區資訊 
10:30例會(實體) 
11:00抗疫健康資訊站 
11:30微笑行動社區資訊 
01:00藝樂在天平 
03:00風中有理 
04:00天平拍攝小組 
 

09:00中文樂 
09:30抗疫健康新里程-健康檢查 
      微笑行動社區資訊(軍地)* 
10:00愛笑瑜伽大使訓練 
10:00 地壺球# 
11:00 芬蘭木柱# 
02:00抗疫血糖測試 
02:00 抗疫柔力球# 
03:00 黃昏太極# 
 

09:00 友腦同樂會 
09:00 Cornhole# 
09:30抗疫健康資訊站(軍地) 
10:00 益腦操 
11:00 椅上徒手操 A 
01:00 持致以衡 
02:00 書法 
02:30粵曲 
03:30 和諧粉彩 

09:00 玩腦還童 
09:30健腦運動鄉郊(軍地)*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03:00抗疫健康新里程-健康檢查 
      (天平山村)* 
 

  

   (所有活動以中心公佈為準) 備註: * 戶外活動     #天平體育館 



運動系列 運動系列 

地壺球 
日期：12月 8、15、22、29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上午 11: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飛鏢班 
日期：12月 11、18、25日(逢星期五)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持致以衡 
日期：12月 9、16、23、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6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運動健康由此起 
日期：12月 10、17、24、31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1:00-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6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黃昏太極 

由太極老師教導太極招式，鍛鍊身心健康 

日期：12月 8、15、22、29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硬地滾球 
日期：12月暫停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6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長者門球樂 
日期：12月 9、16、23、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Cornhole (豆袋) 
日期：12月 9、16、23、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抗疫健康新里程 
健康運動工作坊-芬蘭木柱 
透過不同運動體驗，訓練長者肌力， 

提高身體質素。 

日期：12月 8、15、22、29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16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抗疫健康新里程 
抗疫柔力球 

 

。 

日期：12月 8、15、22、29日(逄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 - 3:00 

地點：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健康系列 
抗疫健康新里程 
護士驗血糖 

 

。 

日期：12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抗疫健康新里程 
抗疫健康美食體驗 

 

 

日期：12月 1、8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2:30 - 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 30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椅上徒手操 A 
日期：12月 9、16、23、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及護老者 

費用：$30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椅上徒手操 B 
日期： 12月 11、18、25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及護老者 

費用：$30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抗疫健康新里程 
中醫講座 

。 

日期：12月 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00-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抗疫健康新里程 
物理治療講座 

透過不同運動體驗，訓練長者肌力， 

提高身體質素。 

日期：12月 22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30-4: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30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Dartboard_unlabeled.svg


 學術及藝術系列 學術及藝術系列 資訊科技系列 

中文樂 

日期：12月 8、15、22、29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細陳生 

輕彩繪 

善用雙頭毛筆繪畫台灣輕彩繪畫作 

舒解壓力 

日期：12月 18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一枝筆靜心畫 

輕鬆體驗用一枝筆繪畫線條圖案 

舒解壓力 

日期/：12月 18日 

時間:下午 3:3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學習使用智能電話，增進長者日常交

流。 

日期：12月 10、17、24、31日(逢星期

四)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細陳生 

書法 

日期：12月 11、18、25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和諧粉彩 

用手指繪畫柔和的日本和諧粉彩畫，舒

解壓力 

日期：12月 16、30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3:3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抗疫健康新里程-抗疫環保敲擊樂 

透過音樂、樂器體驗，提升長者機能協調能

力，加強他們的社交互動。 

日期：12月 3、10、17、24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3:30-4: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16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天平拍攝小組 

 

日期：12月 7、14、21、21日(逢星期

四)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4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長者飯堂 

為有需要的長者而設立的長者飯堂，經過中心評估及願意成為優先用者的長者，可於每月 16號前最少一個工作天購買下個月的飯

票。 

每月 16號早上 8:30開放剩下飯票名額，供其他長者會友購買。 

日期：逢星期一至五（星期六及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中午 12: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30(包括精選兩餸飯＋是日靚湯＋新鮮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