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逹
 

1 7 ( ) 10:30- 12:00 

 

利是封禪繞畫⼯作坊 

新春健康飲食講座

Arlene 蒜
 

1 21 ( ) 10:30-11:30 

 (Arlene) 

⾝⼼靈健康網上直播課程 - 1⽉份推介



⾝⼼靈健康網上直播課程 - 1⽉份推介

 

1 7、14、21、28 ( ) 2:30-4:00 

 

YouTube  

導引養⽣功⼗⼆法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WlcNmhJ6jz-
W9433HmBANbqYz1L9_8E

呼吸和瑜伽⼤休息基礎
 

1 5、12 ( ) 2:30-4:00   

         1 19、26 ( ) 10:30-12:00 

 

2  

互動課(參加者可選擇開啟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WlcNmhJ6jz-W9433HmBANbqYz1L9_8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WlcNmhJ6jz-W9433HmBANbqYz1L9_8E


���問����     3667-3211 ��⼼�健�服�同事�詢�    WhatsApp 5625-1273 僅限詢問會員卡�碼��不�受其��詢�

5/1
上午10:30-中午12:00
乳癌患者�伽
@張寧

        
   

下午2:30-4:00
呼�和�伽⼤休息
(�東話/�語授課)
@張曉�(Loretta)
⽤具: �伽墊或椅⼦�2個咕𠱸�
⽑氈作�暖⽤

12/1
上午10:30-中午12:00
乳癌患者�伽
@張寧

下午2:30-4:00
呼�和�伽⼤休息*重�
(�東話/�語授課)
@張曉�(Loretta)
⽤具: �伽墊或椅⼦�2個咕𠱸�
⽑氈作�暖⽤

8/1
上午10:30-中午12:00
�伽伸展(�語授課)
@Anjan Kundu
⽤具: �伽墊或椅⼦�中型⽑⼱�
�伽磚或厚書本

  
            /

   
      

15/1
上午10:30-中午12:00
�元�伽
@王惠� (Dorothy)
⽤具: �伽墊�2個咕𠱸或枕頭�
1-2個�伽磚或厚書本�1�⽑氈
或⽑⼱ 

              /

7/1
上午10:30-中午12:00
利是封禪繞畫⼯作坊NEW
@余�夫(Dick)
⽤具: 利是封�⾦⾊�⽩⾊或銀
⾊的�

下午2:30-4:00
�引�⽣12功法NEW
@�貴平

       

14/1
上午10:30-中午12:00
正��伽
@�國�(Collin)

下午2:30-4:00
�引�⽣12功法NEW
@�貴平

6/1
上午10:30-中午12:00
�坐�
(普�話授課)
@�曉光

下午2:30-4:00
初��伽
@��盈(Angora)

13/1
上午10:30-中午12:00
�坐�*重�
(普�話授課)
@�曉光

下午2:30-4:00
椅⼦�伽
@陳兆�(May)

4/1

            /

            /

11/1
上午10:30-中午12:00
普拉提斯伸展�動
@張��

             /

癌症基⾦會�⼼�健��上直�課�

4-15/1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互動課: 參加者可開�視頻��師互動

�伽�普拉提斯伸展課��合⼿�完成�3個⽉的癌症患者參加�
其�課���合所�癌症患者�照�者參加�

��報��上課��裝 ZOOM
直��ID: 3667321100�會員卡�碼 中/�⽂���密碼: 686013



���問����     3667-3211 ��⼼�健�服�同事�詢�    WhatsApp 5625-1273 僅限詢問會員卡�碼��不�受其��詢�

21/1
上午10:30-11:30
�春健���講座NEW
@����⼠

下午2:30-4:00
�引�⽣12功法NEW
@�貴平

28/1
上午10:30-11:45
智�烹�-�果���:
�果��⾦銀��⽩汁��
意�NEW
(普�話授課)
@張志強

下午2:30-4:00
�引�⽣12功法NEW
@�貴平

18/1
上午10:30-中午12:00
普拉提斯伸展�動
@張��

            /

 
           
25/1
上午10:30-中午12:00
普拉提斯伸展�動
@張��

            

19/1
上午10:30-中午12:00
呼�和�伽⼤休息
(�東話/�語授課)
@張曉�(Loretta)
⽤具: �伽墊或椅⼦�2個咕𠱸�
⽑氈作�暖⽤

下午2:30-4:00
智�烹�-賀年�點:
����⾺蹄�NEW
@郭少�

26/1
上午10:30-中午12:00

呼�和�伽⼤休息*重�

(�東話/�語授課)

@張曉�(Loretta)
⽤具: �伽墊或椅⼦�2個咕𠱸�

⽑氈作�暖⽤

       

22/12
上午10:30-中午12:00
�元�伽
@王惠� (Dorothy)
⽤具: �伽墊�2個咕𠱸或枕頭�
1-2個�伽磚或厚書本�1�⽑氈
或⽑⼱

29/1
上午10:30-中午12:00
�伽⼯作坊-下半�伸展
(�東話/�語授課)
@顏詠�(Ivy)
⽤具: �伽墊��伽�或⽑⼱�
�伽磚或厚書本

20/1
上午10:30-中午12:00
�坐� 
(普�話授課)
@�曉光

下午2:30-4:00
�伽⼯作坊-關����
@���(Carol)
⽤具: �伽墊�2個�伽磚�輕的
圍⼱(⻑)

27/1
上午10:30-中午12:00
�坐�     
(普�話授課)
@�曉光    

�伽�普拉提斯伸展課��合⼿�完成�3個⽉的癌症患者參加�
其�課���合所�癌症患者�照�者參加�

��報��上課��裝 ZOOM
直��ID: 3667321100�會員卡�碼 中/�⽂���密碼: 686013

星期五

18-29/1

星期⼀

癌症基⾦會�⼼�健��上直�課�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互動課: 參加者可開�視頻��師互動

 /                                     /                                       /



 新春賀年素蘿蔔糕 - ⻝譜分享

 

A. 3 1.5  

B. 1 1.5  

C.  

 

1.   A: 1
20蒜  / 

( ) 1.5
 

2. B: 1.5
 

3.   ( ) 45蒜
 

* 蒜

機會難得！⼤家可以準備好⻝材，在家⼀起跟著郭少⿓師傅製作美味的賀年糕點！ 
線上教學直播時間：1⽉19 ⽇ (⼆)   下午2:30-4:00



 新春賀年⾦銀燴 - ⻝譜分享
⼤家可以預先準備⻝材，在家⼀起跟著張志強師傅製作新年美⻝！

線上教學直播時間：1⽉28⽇ (⼆)   上午10:30-11:30 (普通話課)

 

A. 3/4 4 ( 1 ) 1/4 4  

B. 1 ( 600 ) 1 1/4 2  

C.   1 1  

 

1.   A: 1 蒜 ( 5蒜 )
3 1/2  

2. B: 蒜
 

3.  

4. 1/2  

* 蒜



燈

-  Fong 

, , , 
, , 

-   Poon 

- ™-
⽅ ® Stella 

蒜
-  Liu 

網上課程參加者回饋



 (  )
1. Zoom  
2. 10蒜 Zoom  
3.  ID : 366 732 1100 
4.  CL-XXXXXX /  
5.  (password) 686013 
6. Zoom 耳



 
1. �着���舒�的⾐服��不����活動為主��免佩戴�物�太���
功課����輕巧布⾯���鞋(⾸�)或��⼦或⾚���舒��不跌為原則�
���動褲��動⾐�

 
2. �準��伽墊��伽磚(��)或坐墊��伽�或⻑形⽑⼱(�項�⽤於所��
伽�伸展�動�呼�練��普拉提�課�)��⽔�������所�的⽔��
 
3. 上課�不�吃����吃⼀個⽔果或⼀��包����況下練��效果更
佳�因�在上課�2⼩�應�免���(�項�⽤於所��伽�伸展�動�呼�練
���坐��功�太��課�) 
 
4. 參加者��⼿�傷⼝�須���3個⽉⽅可參加�並���狀況�擇�合的活
動������應在活動��詢�⽣建議��參加者因個⼈�忽或健����上

的不⾜⽽���何損傷�癌症基⾦會�不負責�

 
5. ��到疲倦或不�����停下或�下休息�

�⼼�健�活動–�上直�課堂�引
課�準�



 CL-XXXXXX Chan Tai Man CL-XXXXXX 陳⼤⽂
 

會員卡�碼
中⽂�

User Card No.
English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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