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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
日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
地點: 銅鑼灣福蔭道7號，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禮堂

短片播放 ‧ 介紹「長青學院」活動片段及上課情況

典禮開始 ‧ 司儀出場
 ‧ 嘉賓上台就座

致歡迎詞 ‧ 主      席 - 梁淑莊女士
致勉詞 ‧ 主禮嘉賓 - 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
   助理福利專員 林綺梅女士
致送紀念品 ‧ 致送紀念品
 ‧ 嘉賓大合照

頒發各級證書 ‧ 頒授
  - 證書
  - 文憑
  - 學位 

頒發學院特別獎 ‧ 多元學習勤學獎
 ‧ 楊繆鳳歧學業優異獎
導師嘉許 ‧ 導師嘉許

表演節目 ‧ 集體舞–女兒圈
 ‧ 健體綜合表演
 ‧ 社交舞–熱情森巴
 ‧ 好歌獻給您–八個娃娃、千個太陽

禮 成 ‧ 歡送嘉賓
自由拍照 ‧ 安排拍照時間

** 大會設有攝影服務供畢業生於典禮前後拍照留念。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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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長青學院由成立至今，不斷積極提倡長者持續教

育之工作。「學習」不限地方、時間、年齡及性別，
每人也有學習的權利。長者於退休後，利用空餘時間
報讀自己喜歡的課程，以增進知識，培養個人興趣，
擴闊視野，以提升自信，同時亦可結交志同道合的朋
友，保持身心健康。

 在2014至2018年度內，長青學院共有1091位學員分別報讀由六
個學系提供的三十多項課程，而今屆畢業生人數共有177位，他們所
累積的總共學分高達41246分，從長者熱切的參與，反映出他們對學
習的渴求及積極進取的心態。

 長青學院給予長者一個自主的學習模式，大家可按著個人自身的
需要及興趣，去接觸多元化的課程，在沒有壓力下，體驗學習的樂
趣。 參與的過程中，長者學員表現熱切，爭取與導師及同儕溝通，彼
此建立互助網絡，分享學習的經驗與感受。

「長青學院」畢業典禮，見證著畢業生努力的成果，以及導師們
熱誠、盡責的付出，這實在令人感到鼓舞與敬佩。典禮除向學員頒發
證書外，學院更會向表現突出的學員頒發兩項特別獎項，分別是「多
元學習勤學獎」及「楊繆鳳岐學業優異獎」，藉此希望鼓勵更多長者
學員培養多元化的學習精神，建立一個良好的學習態度。本會藉此機
會，衷心感謝社會各界支持及指導，令長者持續教育服務可順利推
展。為讓社會人士對「長青學院」有更多的了解，我們印製這本畢業
典禮特刊以展示學員的學習成果與課堂花絮，希望大家可給予寶貴的
意見。

 面對社會不斷的變遷及進步，「長青學院」讓長者持續樂於學
習，以開展個人潛能，進而促進自我實現。終身學習不應僅是一項理
念或理想，而應是具體的行動，冀盼可集結更多長者人才及社會資
源，為長者拓展更多學習機會，以活出一個精彩而豐盛的晚年生活。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主席
梁淑莊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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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簡介
學院宗旨
發揮「老而不休，學而不倦」的精神，讓會員開展在退休後另一個充實的

生活階段，繼續發展潛能，享受人生。

(一) 學院目標
‧ 擴闊長者社會視野，增進知識，提昇個人的自信心。

‧ 培養長者多元化的興趣及良好的學習態度。

‧ 促進長者「終身學習」，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

‧ 增加長者結交志同道合朋友的機會。

(二) 學制
(1)  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止，為一學年期。

(2)  本中心之會員均有資格成為『長青學院』之學員，並可以按個人興趣，

登記報讀中心開辦的所有課程。

(3)  凡中心開辦之課程達5堂或上課之總時數達5小時，均可列入為長青學

院之認可課程。

(4)  學員在每個課程之出席率達到100%者，可獲得10個學分；出席率達

到80%-90%者，可獲得8個學分；出席率達到70%者，可獲得7個學

分。(學員須有七成出席率，方獲指定學分，否則將不會獲任何學分。)

(5)  凡經評核後，如累積之學分達到以下的標準均獲頒證書、文憑及學位

三級，(任何學系之學分均可累積計算)：

  ＊獲取 140個學分，可獲頒發 證書。

  ＊獲取 220個學分，可獲頒發 文憑。

  ＊獲取 320個學分，可獲頒發 學位。

  (學分將可以累積四年計算。)

(6)  每四年中心舉辦一次畢業典禮。

(7)  按每個課程個別收費。(以每期計算)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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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社會科學系
愛心義工組、魔術學習小組

資訊科技系
綜合電腦基礎課程、

平板電腦應用課程、

智能手機班

語 文 系
有趣的中國文字、英文中班、

實用英文班、英語拼音班、

普通話初班、普通話中班、

普通話高班

藝 術 系
書法班、粵曲班、小調唱家班、

山水畫班、夏威夷小結他班、

綜合藝術畫班、十二孔陶笛班、

歌唱技巧訓練班、編織小組、

編織初班、綜合藝術畫班

健 體 系
關節操、六通拳班、瑜伽班、
太極健身課程、徒手健體操、
太極拳班、門球訓練課程

舞蹈系
集體舞初班、集體舞中班、
社交舞初班、社交舞中班

統計資料及學系課程 (2014-2018年度)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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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當」體驗工作坊

棋樂無窮

月餅齊齊做手作仔 – 製作潤手霜

布偶工作坊水種植物盆景

長青學院 實踐多元持續學習
本中心由1996年開始投入服務，一直為長者提供多元化活動及服務，而當時

的興趣班組極受長者歡迎，我們為鼓勵長者持續學習、發展潛能，於2004年便正
式成立「長青學院」，把以往的興趣班組作出一個整合，由最初只得10個班組，
一直回應會員的需要，不斷增加不同類型的課程。長青學院最高峰時曾舉辦40個
課程，使長者達致終身學習的目標，增進個人知識及技能，提升自信，而課程舉
行地點不只局限於中心內，亦會借用本會總部文康活動室及社區上的其他場地。

「長青學院」成立至今已超過14年，時至今日，為配合及回應長者不同的需
要，六個學系除持續地舉辦恆常的34個課程外，也會不時為長者舉行一些短期課
程，例如平板電腦體驗課程、烹飪課程、環保袋製作、「手作仔」製作、花藝體
驗班、棋樂無窮等等，務求能迎合不同長者的興趣，讓他們發揮老有所為精神。

花藝體驗班玻璃彩繪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9

 點、橫、撇、豎、鈎，書法班同學認真學習

 老師向綜合藝術畫班同學示範不同的美術技巧

小調唱家班，於導師指導下，唱出動人金曲。 編織小組學員以編織作平台，共建情誼。

 山水畫班同學專心觀賞導師的示範

 編織初班學員正向老師
學習針法技巧

課堂實況 —「藝術系」(一)
「藝術系」課程包括：

書法班、山水畫班、綜合藝術畫班、編織初班、編織小組、小調唱家班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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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況 —「藝術系」(二)
「藝術系」課程包括：

歌唱技巧訓練班、粵曲班、夏威夷小結他初及研習班、十二孔陶笛進階班

 掃撥弦線，以夏威夷小結他彈奏輕快音樂。

歌唱技巧班的歌曲，每首歌由導師伴奏及撰寫歌譜，讓學員更掌握歌唱技巧。

粵曲班師生聚首一堂，體會粵曲文化。

學員以小巧的陶笛吹出動人音韻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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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況 —「語文系」
「語文系」課程包括：
普通話初班、普通話中班、普通話高班、英文中班、英語拼音班、實用英
文班

英文拼音變化多端，同學們均認真聽課。  實用英文班讓同學掌握日常英語，豐富生活。

多聽多講，英文中班同學努力學習。
普通話於國際地位日漸提升，

普通話中班及高班的同學們專心練習，
緊貼時代步伐。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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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況 —「舞蹈系」
「舞蹈系」課程包括：
社交舞初班、社交舞中班、集體舞初班、集體舞中班

社交舞口訣，1、2、3、4，翩翩起舞展美態。

集體舞初C班，於導師帶領下，以不同的道具配合曼妙的舞姿。

集體舞初B班及中班，學員跟隨音樂節拍起舞，展現節奏及活力。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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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況 —「健體系」
「健體系」課程包括：
瑜伽班、太極拳班、太極健身課程、關節操六通拳班、徒手健體操

 強身健體、舒展筋骨的關節操六通拳  柔中帶剛太極拳

瑜伽之道，一呼一吸，配合身體伸展，舒筋活絡。 徒手健體操，以毛巾配合，加強伸展健體效果。

 太極健身課程，配合吐納呼吸，有助保健養生。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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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況 —「資訊科技系」
「資訊科技系」課程包括：
智能手機班、平板電腦

智能產品日新月異，本中心設有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班，
中心會提供平板電腦予每位同學作個人練習。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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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系學員作品 (一)
書法班同學作品

山水畫班同學作品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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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系學員作品 (二)
綜合藝術畫班同學作品

編織初班及編織小組同學作品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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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各系之聯誼活動花絮
每年度，各學系均會舉辦聯誼活動，如外出旅遊、聚餐、舞會等，讓同

系不同班組的學員可互相認識、交流所學，同時讓導師和學員可於課餘時間
互相交流，促進感情。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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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活動花絮 (一)
長青學員會因應所學，於不同的活動或場合，表演成果助興，每次演出

均獲嘉賓及觀眾的熱烈讚賞。

• 本會活動表演助興

• 生日會表演環節

• 本中心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暨修繕竣工啟用典禮，亦有展出長青學院學員的
作品，山水畫班及綜合藝術畫班的2位導師更即場為來賓繪畫獨一無二的
紀念品。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19

長青學院活動花絮 (二)
• 長青學院學員亦會參與中心及區內舉辦之活動，發揮才能，回饋社區。

• 本會60周年，宴請各長青學院的導師，一同見證本會的重要時刻，同時感
謝各導師多年用心的教導。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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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院第五屆畢業典禮 — 特別獎獲獎名單

多元學習勤學獎

呂麗燕  呂麗芳  林玉華
(嘉許 2014-2018期間出席率達100%及完成最多課程數目的學員)

學院導師二十年服務獎名單
馬郁蘭  勞韻妍  熊秉智  潘緻芬

學院導師十五年服務獎名單
王玲慧  古麗霞  黃翠儀  鍾麗

學院導師十年服務獎名單
石婉嫦  周翠鳳  馬京英  張錦泉

陳長帶  葉滿良  羅國華

學院導師五年服務獎名單
彭秀珍  黎明耀  譚小冰

導師嘉許名單
丁松孫  吳宏達  李志威  張德墊

符蕾  程麗梅  盧家方

楊繆鳳歧學業優異獎

呂麗燕
(頒予2014-2018期間最高學分者)

(排名按筆劃數量)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27

學院導師 心聲分享 (一)

「以音樂分享愛」
大家好，我是 Tat sir (達sir)，2017年9月才開始當夏威夷小結他班導師。在中心教學已一年

了，這裡給我一種溫馨的感覺，大家相處融洽，有說有笑。課堂中，雖然學員的進度不同，但不要
怕，只要每日練習就可以彈得動聽。而我則很欣賞學員們的積極態度，活到老、學到老。另外，中
心的團隊很友善和有效率，對我的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我很開心可以和另外兩位老師及一班學生於最近7月的生日會中表演，一起合奏色士風、陶笛
和結他，能夠帶領學員們上台分享學習的成果，很有滿足感。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分享音樂，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學習愉快！

夏威夷小結他班 導師
吳宏達

「耐心教學，分享太極」
本人於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擔任義務導

師，教授太極課程已經有一年了，回想當初
上第一課，接觸各位學員時，覺得很友善及
很有親切感，我開始教授太極拳之前，先讓
他們做熱身運動，例如鬆筋骨肌肉及運氣自
然，沒想到學員友善地用心學習。

當正式教授太極拳時，學員們很勤奮地
學習及模仿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招式。如學
員遇有不明之處，或做錯某個動作時，我會
耐心及不厭其煩地指導及示範給他們，講解
每一個招式的對與錯，估不到學員們一年內
進步很快，已經學會了三套太極拳，包括
「楊家40式、16式及24式」了。

長者們的學習精神使我感到非常鼓舞，
同時亦不負中心期望。

太極拳班 導師
程麗梅

「成為普通話班導師」
看著這標題，真不知從何而言，似乎也沒

什麼可說⋯⋯可細想一番，委實感恩香港這塊
福地帶給了我分享普通話的機緣！在此之前，
從未曾想過；亦不敢想，是因為自身的性格、
表達能力，及所學的專業和工作，完全沒有關
聯。也許，世事本就是無常變化的，有時也是
預計不到。

就這樣，我報考了普通話口語等級，並在
香港報讀了「普通話導師證書班」。從而一點
一點通過學習、考核和實踐走上了「普通話導
師」之路。在這一路上，有挫敗、有感激⋯

而能有幸在「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分
享，與大家結緣，理應感謝前輩黃潔瑩老師的
牽線；感謝中心和何主任的信任及感謝陳姑
娘、李姑娘等的幫助，還有學員們的支持和鼓
勵！令我這「半路出家的所謂導師」因緣和合
下分享普通話，教學相長。感謝大家的尊重！

誠然，我並非真的是老師、導師，亦非理
想、合格。只是，這稱呼卻令我時時提醒自
己、盡自己有限的分享，認真以待！

過去已過去，未來不可知，好好珍惜現
在，與您共享普普通通的話吧！  

感恩！互勉！

普通話中及高班 導師
符蕾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28

學院導師 心聲分享 (二)
「累積經驗，分享所學」
在楊樹章中心，我被認為是一個教了二十多年的編織老師，深感榮幸。

我從未報讀或任教正式的編織班，我的編織知識全因個人興趣，不斷從買來的紙樣中自學
得來。如紙樣不合我的要求，我會嘗試修改，逐漸累積一些心得。

直到現在，我逐漸明白編織毛衣的要點其實是非常簡單，只須三言兩語即可教曉同學織出
一件合意合身的毛衣。為此我非常願意把我的心得與人分享，讓每位愛織毛衣的朋友，都能織
出自己滿意的作品。我非常感激中心及長青學院，多年來讓我嘗試教學分享的機會。

除了毛衣，當然會想編織其他的小玩意，例如:頸巾、帽子、披肩及鞋子等等，在編織的過
程中，除基本的少數要點外，當然仍存在無數的小變化、小問題，我們可於上課時互相切磋，
彼此互相研究。說真話，許多技巧都是同學們教我的，我衷心感激。因此，逐漸與許多舊生們
變成了好友，舊生們均希望可一直參加編織班，但由於場地所限，對於一些向隅的朋友，我只
能感到無奈。幸而，每年都有一次「先到先得」重新報名的機會，大家公平競爭，是嗎？

編織班 導師
 馬郁蘭

「教學相長添姿彩」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在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擔任了3年多的書法及山水畫班導

師。「教學相長」確實如此，在教學過程中也提高和鍛鍊了自己。與同學們的相處很開心和
快樂，能夠互相學習彼此長處、建立友誼，共同進步，為生活增添姿彩。能夠與大家一起學
習，提升了長者的生活質素，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安慰。

書法及山水畫班 導師
丁松孫

「苦樂兼備教學之樂」
已擔任綜合藝術畫班導師十多年的我，明白繪畫須眼明手穩及良好的記憶力。由於繪畫須專

注，有助心境平和，因此一般繪畫人士都較長壽。

多年的教學經驗中苦樂兼備，「苦」者莫過於要持續調整課程內容以適合新舊學員。新學員須
由基礎開始，若課堂只集中基礎技巧，對舊學員而言難免感沉悶。相反，如只顧及舊學員，新學員
又感到難以追上程度，故須花點腦筋以兼顧新舊學員，維持他們對繪畫的興趣，拉近新舊學員的步
伐。我能與學員一同見證他們的進步，我亦「樂」在其中。

中心設平台讓學員作品可公開展覽，藉以讓外界知道和認識作品是出自哪位學員。偶爾聽到途
人或其他中心會員對展品的讚美，並對藝術品的作者表現欣賞，對學員而言，是一種鼓勵和推動
力。除了教授學員繪畫技巧外，我亦於教學中滲入設計原素，如狗年揮春是畫、字及電動裝置的結
合，加強立體感及更生動。   

願學員努力加油，尋求進步，亦希望未曾學畫的會員可認識繪畫的樂趣，綜合藝術畫班能為你
增添生活樂趣。

順祝大家安康，生活富足！

綜合藝術畫班 導師
羅國華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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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導師 心聲分享 (三)

「助人自助，共同成長」
我這一生，導循父親教導「知足常樂，助人

為樂」。

退休後，我於1995年加入義工行列，至今
已有23年，我深深體會到做義工不只是幫人，
更多的是幫到自己能夠繼續成長，做到老有所
為。

1998年5月開始在中心義務任教普通話初班
直到現在，在這過程中，從尋找資料、編寫教
材、寫教案、查字典，以及和同學互相交流等
等，不斷學習，提升自己，這是我的寄托。在初
班的教學特點是開始上課前“先笑”，笑分幾
種:開始微笑、接著害羞的笑:用手遮住口，低著
頭小聲「嘻嘻嘻」，然後用右手握空拳似杯形對
住口抬起頭喝水，大聲“喝喝喝喝”，最後舉起
雙手大聲“哈哈哈哈”(做三次) ，笑後很開心，
聽講“笑”可以醫病，大家不妨試下啦！

我今年85歲，明知今後的困難會越來越多，
我要更加努力，好好學習，鍛鍊身體，做到退而
不休，身心健康，日日好心情，繼續可在長青學
院教學。

普通話初班 導師
熊秉智

「師生同心，
舞出互助互愛的精神」
記得楊樹章中心成立初期，我已在中心教社

交舞，後因家事停教了。事隔多年，再回巢施
教，心裡既驚且喜，驚者不知能否應付體力的付
出，喜者是與隔別多年的學生又再相逢。最初班
組只有十至二十人，現在已發展到四十多位學
員，裡面包括有老、中、青的長者，由50多歲
至80多歲，面對不同年紀的學員，心裡既焦急
又徬徨，不知教導怎樣的舞種才適合她們。唯有
先教簡單的，再跳比較複雜的舞步，結果她們很
接受。年紀較大的，跳完六、七隻舞就坐下休
息，剩下中、青的學員繼續學習，代她們休息後
再起來練習，又到後者休息。

每次放學，她們都歡天喜地走到我面前道
謝，說出跳舞讓她們帶來很多喜樂，這都增強了
我不少信心，令之前的顧慮全消。

學員從互不認識到現在成為知己、彼此開解
分享、幫忙，尤其是那班為中心演出的同學，從
排練到演出都充分發揮互助互愛精神，我也深受
感動，但願班組同學能堅持運動，身體健康，友
誼永固！

集體舞C班 導師
葉滿良

「樂在其中，樂在滿足」
流年如絲、波瀾不驚、悄無聲息而過。

輕歌妙韻，從指尖的歲月盈動著縷馨香曼妙，欣欣然踏入楊樹章中心的黃金歲月。

歌唱使人心寬廣，音樂像呼吸，生命需要音樂去陶冶性情，娛人悅己，充實人生，燦爛
生命。

聲音經過憶萬年進化，「音」是情感交流最重要的元素，歌聲結合聲與情，以抒發和歌
頌生活，因此音樂為生活帶來姿彩愉悅，每人皆可共享上天賜予最美麗的共同語言，更能認
識自己的與別不同。歌聲有助社會進步和諧，唱出真善美。

唱歌可養生，啟發學員的智慧，促進健康，學習的不單是唱歌的知識，更能建立正面積
極的信念。在19年的教學過程中，令我個人更健康，獲得學生的愛護，這是一份無比的福
氣，讓我們開心感恩笑盈盈，迎接幸福歡樂的明天。祝福各位學員進步，身體健康。

小調唱家班 導師
黃翠儀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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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心聲分享 (一)

「累積經驗，分享所學」

教授英文中班的小冰老師，她很用心準備教材，講解清晰，圖文並茂，提高

學生們對學習英文的興趣，而且採用生活化的內容，在日常生活中也可運用。

此外，希望長青學院在未來增加不同類型的興趣班和對外參觀等活動，讓長

者有更多機會接觸時下的新事物，使生活更精彩！

英文中班

學員 張麗賢

「積極活齡」

「長青學院」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名稱，記得在2015年中旬我才正

式開始報讀各學系的課程，例如:普通話、英文拼音班、實用英文班和歌唱技

巧訓練班。

在這段學習期間，我在課堂上認識不少學員老友記，大家藉此加深溝通，

彼此感情融洽。課餘後我和老師、學員老友記一起共進午餐茶聚，有說有笑，

樂也融融。

「長青學院」原來是讓我們這些長者在晚年能夠發揮「老而不休、學而不

倦」的精神。同時又可以溫故知新，充實自己，增加正能量來渡過一個有意

義，積極活齡的晚年。

普通話初班、英文拼音班、實用英文班及唱歌技巧訓練班

學員 吳賽真

「精彩正向的退休生活」

自2016年起，我開始在長青學院報讀多種課程，包括古老師的歌唱技巧班、馬老師

的編織初班和小組及周老師的太極健身課程。

 感謝導師們的悉心教導及同學們的熱情指導，令我獲益良多，中心舉辦的多項活動

為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不少樂趣。

 此外，我亦衷心感謝中心各工作人員，你們溫暖的問候、和藹的笑容都讓我感到滿

滿的關懷，希望你們繼續為更多長者服務，讓我們繼續活得精彩、擁有自己的正向人生！

歌唱技巧班、編織初班、太極健身課程

學員 羅月好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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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心聲分享 (二)

「感恩與感謝」

乘今屆長青學院畢業典禮，藉以感謝中心提供參與藝術系課程的機會，如書法班及山水

畫班。同學們相處和諧，互相關心和幫助，尤以丁老師的用心教導及其精湛的書畫技術，令

我獲益良多。三年的學習令我的書法及繪畫技術均有進步，亦充實了退休生活及增添樂趣。

此外，感謝職員們的耐心及熱情的工作態度，使我感到開心和溫馨。

書法班、山水畫班

學員 文軒

「藝術陶冶平和心情」

 在朋友介紹下，我於2016年起參與長青學院的書法班和山水畫班，這

兩班均由丁松孫先生任教，丁老師教學態度認真，為人細心及和藹，循循善

誘，有助我這個新學生明白及掌握有關技巧。此外，同學們亦非常友善和好

學，令我獲益良多。經過一年多的學習，我的書寫及繪畫技巧均有明顯的進

步，我衷心感謝丁老師的教導及鼓勵。

自從參加了書法班和山水畫班後，由於要經常練字、繪畫，生活變得很

充實。我是個性急燥的人，經過寫字及繪畫磨練後，我變得較有耐性，心境

亦更開朗。現在於行山和旅行時，眼光亦擴闊了，更懂得欣賞風景，感受也

很不同。

最後，感謝中心提供一個學習及娛樂的好地方，讓我們能活到老學到

老，並衷心感謝丁老師的悉心教導及中心職員的熱心友善。

書法班、山水畫班

學員 陳家永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   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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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心聲分享 (三)

「人生的新篇樂章」

從小，各類體藝活動我都有興趣參與，尤以舞蹈。聆聽一曲動聽的音樂，欣賞一段

優美的舞姿，已是我生活中的一項樂趣。數年前當我畫下教育生涯的休止符，即開始邁

向人生的另一樂章。

退休後，有緣加入「楊樹章長鄰舍中心」屬下的「長青學院」，又幸運地得以入讀

《舞蹈系》之集體舞中班，讓我可延續對舞蹈藝術的興趣和追求，更讓我認識一班活力

充沛的年青長者們並成為舞友，大家融洽相處，每逢週一，均帶著歡愉的心情踏進課

堂，跟隨老師的指導，在樂韻聲中翩翩起舞。

入讀該班幾年，我個人舞蹈技巧及造詣上有很大的進步，且深深地迷上了，亦非常

欣賞授舞老師每次踏入課堂的充足準備和那份自信。她教導和引領我們學習不同風格的

舞蹈，有時又會指導我們巧用舞具，讓舞姿更為優美，更絢麗多采。而在一些特別的節

日裡，老師會為我們編寫舞蹈小品，鼓勵我們參與表演，給予我們踏台的機會。每次上

台演出的一點一滴積累的經驗，更是我們習舞者的珍貴資產。

「跳舞」表面看來自由隨性，但卻彰顯青春個性和動感活力，更可加強身體協調能

力的訓練和培養自信。當上課時同學們在優美動聽的音樂旋律中舞起來，是何等美妙！

來吧，就讓舞蹈藝術擁抱生命，令我們的退休生活演繹得滿足豐盛。

集體舞中班

學員 何穎琪

「培養興趣」

我很高興加入了楊樹章長者鄰舍中心，這四年來，無論從學

習或參觀活動中都感到獲益良多，中心導師教學經驗豐富，課程

容易明白，導師用心教導及培訓我這個原本不懂英文及普通話的

學生，增加了我對學習語文的興趣。中心亦定期舉辦不同的課餘

活動，活動內容也很適合我們一班長者參加，同時我亦很高興能

識到一班好朋友。

英語拼音班、英文中班、普通話初班

學員 謝鳳珠

長青學院  第五屆畢業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