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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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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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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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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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介紹催產素和多巴胺。 
 

催產素 

相關感受：親密感、信任感、歸屬感 
當大腦裡催產素較多時，我們會有很強的同理心，也會很容易信任他人，表
現出十分友好的行為。有研究還發現，在一個人的鼻子裡噴灑催產素有助於

克服其社交羞澀感，增強自信，使其更容易「合群」。 
 

多巴胺 

相關感受：充滿動力和希望、成就感 
多巴胺最主要的作用是使人想要某樣東西，而讓人感到愉悅是腦內啡的功
能。多巴胺的釋放能夠引起諸如渴望、興奮和希望等情緒，這種情緒就會讓

我們充滿動力地去追求想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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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 1月 

督印人：冼碧琪 編輯：陳嘉偉、曾偉傑、葉素娥 

 



 

 
2021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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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假期  

3 二十 4 廿一 5      廿二 6 3 二十 4 廿一 5      廿二 6 

  
10:00抗疫物理治療講座 
02:00抗疫中醫講座 
04:00天平拍攝小組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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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 靜觀我心(網上講座) 
02:00 抗疫柔力球 
03:00 黃昏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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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02:00 書法 
 
 

09:00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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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30 風中有理 
 

 

10 廿七 11 廿八 12 廿九 13 10 廿七 11 廿八 12 廿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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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實體) 
11:00抗疫健康資訊站 
11:30微笑行動社區資訊 
02:00耆樂傭融 
03:30一枝筆靜心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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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地滾球# 
02:00「認知友善好友」簡介會 
03:00 黃昏太極# 
04:00 天平拍攝小組 1 月 

09:00 友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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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02:00 書法 
03:30和諧粉彩 

09:00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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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30 風中有理 
03:30輕彩繪 
 

 
 

17 初五 18 初六 19 初七 20 17 初五 18 初六 19 初七 20 
 04:00天平拍攝小組 1 月 

 
09:00 中文樂 
10:00藝樂在天平小組 
10:00 地壺球# 
11:00 芬蘭木柱# 
02:00 硬地滾球 
02:00耆樂傭融 
02:00現代養生檢查骨質密度測試  
03:00 黃昏太極# 
03:30 愛笑瑜伽大使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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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02:00 書法 
 

09:00 玩腦還童 
09:00太極#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1月 
03:00友情有義訓練 
04:00平板有義訓練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30 風中有理 
 

 

10:00耆樂傭融 

01:00網上和諧粉彩 

24/31 十二/十
九 

25 十三 26 十四 27 24/31 十二/十九 25 十三 26 十四 27 

 09:00 例會(直播+實體) 
10:30例會(實體) 
02:00耆樂傭融 
03:30一枝筆靜心畫 
 

09:00 中文樂 
10:00藝樂在天平小組 
10:00 地壺球# 
11:00 芬蘭木柱# 
02:00 硬地滾球 
02:30護老新知-賣奶粉(加營素)  
03:00 黃昏太極# 
04:00 天平拍攝小組 1 月 

09:00 友腦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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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02:00 書法 
03:30 和諧粉彩 
 

09:00 玩腦還童 
09:00太極# 
10:00 帶你進入新世代基本篇 
01:00 運動健康由此起 1月 
 

10:00 非洲鼓韻樂飛揚 
11:00 椅上徒手操 B 
01:00 飛鏢班 
02:30 風中有理  
03:30輕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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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12、19、2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天平體育館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6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飛鏢班 
日期：1月 8、15、2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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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13、20及 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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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運動健康由此起 
日期：1月 7、14、21及 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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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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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12、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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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硬地滾球 
日期：1月 5、12、19、26日(逢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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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長者門球樂 
日期：1月 6、13、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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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13、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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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上徒手操 A 
日期：1月 6、13、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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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椅上徒手操 B 
日期： 1月 8、15、2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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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 

負責職員：曾先生 

 

健康系列 
抗疫健康新里程 

中醫講座 

日期：1月 4日(一)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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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治療講座 

日期：1月 4日(一)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笑出健康運動 

日期： 1月 13, 27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及護老者 

費用：$2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抗疫健康新里程 
身心靈抗疫健康資訊站 

日期：1月 2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譚姑娘 

備註：活動由北區區議會贊助 

現代養生之旅 
骨質密度測試 

日期：1月 19日(二) 

時間：下午 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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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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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及藝術系列 資訊科技系列 

中文樂 A班、B班 

日期：1月 5、12、19、26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 9:00-10:00 (A班) 

      下午 1:00-2:00  (B班)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每班各 10人 

負責職員：細陳生 

輕彩繪舒壓 

繪畫台灣輕彩繪舒緩壓力 

日期：1月 13, 2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至 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手機 APP桌遊義工訓練 

運用手機 APP線上桌上遊戲建立溝通和社交 

日期：1月 15日,1月 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30至 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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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14、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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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13、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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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粉彩舒壓 

繪畫日本和諧粉彩畫舒緩壓力 

日期：1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30-5: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桌遊義工訓練 

日期：1月 15日,1月 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30至 4: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天平拍攝小組 

日期：1月 4、12、18、26日(星期一及

二)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一枝筆靜心畫舒壓 

日期：1月 13, 27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4:30-5: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耆樂傭融 

歡迎與工人姐姐一齊來畫畫放鬆 

日期：1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護老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新聞速報訓練篇 

日期：1月-3月(確實日子待定) 

時間：待定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待定 

名額：8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新聞速報實踐篇 

日期：1月-3月(確實日子待定) 

時間：待定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待定 

名額：8人 

負責職員：大陳生 



 預防認知障礙系列 其他 

益腦操 1月 

日期：1月 6、13、20及 27日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風中有理 1月 

日期：1月 8、17、24、31日 

時間：下午 2:30-3:3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3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腦友記憶遊戲 

日期：1月 7, 14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樂活發光磚 

日期：1月 21, 2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8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動腦「巾」鬆鬆筋 

製作拍打棒、栽種中藥草盆栽、學習中醫穴位按摩及中醫養生之道 

日期：2021年 1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11:30am 

地點：本中心及網上 (上課方式可選網上、中心、看影片) 

對象：義工及照顧者 

費用：免費 

名額：30人 (中心人數只有 10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詳情請致電向陳姑娘查詢 

靜觀對我好嗎 

日期：1月 5日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網上 

對象：長者會友及照顧者 

費用：免費    名額：15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魔力橋體驗樂 

日期：1月 6, 20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9:00-10: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20    名額：12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同心協力一屋人 
認知及記憶遊戲、簡測服務、益腦運動、影片 Q&A遊戲、認知能力簡測、認知障礙症及護老者資訊站 

日期：1月 9-25日 (每人只限參加一次)(日期請向中心查詢) 

時間：上午 10:00-11:00 

地點：本中心 

對象：天平邨、寶石湖邨 

費用：免費   名額：60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此活動由社會福利署贊助 

愛自己小組(ZOOM進行) 

日期：2021年 1月 12、14、18、20、22、26、28日 

時間：上午 10-11am 

地點：網上 

對象：長者會友及照顧者 

費用：$30    名額：10人 

負責職員：陳姑娘 

 

有興趣者可致 

電中心留名 

有興趣者可致 

電中心留名 



特別活動推介 

愛生命‧藝傳情-金齡義工培訓 
內容：讓金齡義工認識推展義工服務及關懷技巧，由日本和諧粉彩認證導師學習和諧粉彩技巧及應用於協助長者完成生命畫冊。 

(義工訓練完成後須參與計劃其後一年內之相關義工服務安排，並協助至少一名長者完成生命故事冊。) 

日期：1月 21、28日(星期四)及 1月 25日(星期一) (暫定) 

時間：A班下午 2:00-3:00  B班下午 3:30-4:30 (只可報其中一班) (暫定) 

對象：長者會友 

費用：免費  

名額：20人 

負責職員：黃姑娘 

*此活動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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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者請先致電中心留名，會

由黃姑娘甄選及通知活動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