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 份 活 動 時 間 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初十) 

元 

旦 

2(十一) 

元旦翌日 

公眾假期 

3(十二)  

9:00-10:30 藍紫組專題月會 01 (一樓) 
 
10:45-12:00 藍紫組專題月會 02 (一樓) 
 
2:00-3:30 多才多藝義工小組 (一樓) 

 

4(十三)  
8:30-9:00 石排灣自強自療運動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禮堂) 

9:00-10:30 橙紅組專題月會 01 (一樓) 
 
10:45-12:00 橙紅組專題月會 02 (一樓)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5(十四) 

9:00-10:30 石排灣專題月會 01 (一樓) 
 
10:45-12:00 石排灣專題月會 02 (一樓)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2:30-4:30 舊日的足跡 –  
阿福對錯馬票 (203 室) 

6(十五) 

9:00-9:45 愛笑瑜伽運動 (一樓) 
 

7(十六) 

8(十七) 9(十八) 

9:00-9:45 健康常伴你 (一樓) 

9:15-11:30 電玩遊樂場 (204 室) 

2:00-3:15 「長者樂融融」 

迎新年活動 (203室) 

10(十九)  
10:30-11:30 新年財神小袋子工作坊 

(203 室) 

2:00-3:30 多才多藝義工小組 (一樓) 

2:00-3:00 創意天地 (203 室) 

3:30-4:30 腦友樂滿「FUN」(203 室) 

11(二十) 
8:30-9:00 石排灣自強自療運動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禮堂) 

9:00-9:45 週三鬆一鬆 (一樓) 

9:30-11:00 樂韻手鐘響噹噹 (403 室) 

1:00-5:30 西九戲曲金齡體驗活動 
(203 室集合)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2:00-3:00 至叻老友-防跌妙法工作坊 
 (203 室) 

12(廿一) 

10:30-11:30 新年如意掛飾工作坊 
(203 室)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2:30-4:30 舊日的足跡 – 萬紫千紅 
(203 室) 

13(廿二)  

9:00-9:45 愛笑瑜伽運動 (一樓)  

 

14(廿三) 

2:00-4:30 愛心剪髮服務 (204 室) 

2:30-4:00  旺賀，新年到 (203 室) 

 

15(廿四) 16(廿五) 

9:00-9:45 健康常伴你 (一樓) 

2:30-3:30 新年福袋迎兔年

(203 室) 

17(廿六)  
9:50-11:30 至 fit 一族 (204 室) 

2:00-3:30 多才多藝義工小組 (一樓) 

2:00-3:00 智能天地 (203 室) 

18(廿七) 

8:30-9:00 石排灣健康操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禮堂) 

9:00-9:45 週三鬆一鬆 (一樓) 

9:30-11:00 樂韻手鐘響噹噹 (403 室)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19(廿八) 
10:00-11:30 利東老友迎新歲(一樓)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2:30-4:30 舊日的足跡 –行正桃花運 
(203 室) 

20(廿九) 

9:00-9:45 愛笑瑜伽運動 (一樓)  

2:30-3:30    U3A 義工小組聯歡 (203 室)  

21(三十)  

22 

農 
曆 
年 
初 
一 

23 

農曆年初二 
公眾假期 

 

24 

農曆年初三 
公眾假期 

 

25 

農曆年初四 
公眾假期 

 

26(初五) 
1:00-4:30 智友醫社 (204 室) 

2:30-4:30 舊日的足跡 – 娛樂昇平 
 (203 室) 

27(初六) 

9:00-9:45 愛笑瑜伽運動 (一樓)  

10:00-11:00 黃志強網長義工小組 (203 室) 

11:30-12:30 石排灣義工小組 (503 室) 
 

28(初七) 

29(初八) 
30(初九) 

9:00-9:45 健康常伴你 (一樓)  

2:30-4:00 醒腦 Zone (203 室) 

 

31(初十) 

2:00-3:30 多才多藝義工小組 (一樓) 

2:00-3:00 智趣天地 (203 室) 

    

驕 陽 學 苑～各 班 組 上 課 日 期 及 時 間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2(假期)、9、16、23(假期)、

30/1/2023 

10:30 U3A 西洋畫同學會 04 

(503 室) 

(只需出席 9/1、16/1) 

11:00 悅韻組 03 (203 室) 

(2/1、23/1 除外) 

 

3、10、17、24(假期)、31/1/2023  

10:30 U3A 絲網花班 05 (403 室) 

     (24/1 除外) 

12:00 U3A 瑜伽星期二班 03 

      (香港仔體育館 5/F大活動室) 

      (只需出席 10/1 及 31/1) 

 

 

4、11、18、25(假期)/1/2023 

 9:00  U3A 中國書畫 03(一班)(203 室) 

      (只需出席 11/1)  

11:00 U3A 中國書畫 03(二班) (203 室) 

      (只需出席 11/1) 

12:00 U3A 瑜伽星期三班 04 

      (香港仔體育館 5/F 大活動室) 

      (只需出席 11/1) 

5、12、19、26/1/2023 

9:00 普通話班 03 (203 室) 

     (5/1、26/1 除外) 

11:00 妙韻組 03(203 室) 

     (19/1 除外) 

 

6、13、20、27/1/2023 

8:30  U3A編織班 03 (203室) (20/1除外) 

9:00  U3A 中文識字進階班(漁光村閱讀室) 
 (27/1 除外) 

10:00 U3A 中文識字初階班 03 (A 班) 

(203 室) (20/1、27/1 除外) 

11:15 U3A 中文識字初階班 03(B 班) 

(203 室) (20/1、27/1 除外) 

2:00  U3A 瑜伽星期五班 03(一樓禮堂) 

      (27/1 除外) 
3:00  U3A 開心中文識字班(漁光村閱讀室) 

 (27/1 除外) 

7、14、21、28/1/2023 

備註：1.本中心將因應疫情狀況及社會福利署指引，更改課程日期或取消活動，並以本中心最新公佈為準。如有疑問，歡迎致電 3550 5520 查詢。  
2.中心之所有班組於公眾假期一律暫停。 

  

附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