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6年4月10日 (星期日)

時間： 上午9:30至12:30 (活力組)
 下午2:00至5:00 (歡樂組)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6樓展貿廳3

對象：社區及院舍長者、長者親友、公眾人士

狄易達
椅子舞大使 杜如科

椅子舞大使

譚淇淇
椅子舞大使

Joe Junior

周大福慈善基金呈獻

耆舞派對
 JADE Party

2016耆舞派對
 JADE Party

2016

快樂椅子舞
HAPPY CHAIR-BASED DANCE

Party 舞限耆Party 舞限耆

 Dignity & Happiness for Elderly 

敬老尊賢 

快樂參與

舞動全城 活齡社交

快樂 • 舞動 • 社交  TheJadeClubfb.com/thejadeclubwww.thejadeclub.com.hk 2370 1622contact@thejadeclub.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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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舞派對2016

PARTY 舞限耆!
張瑞霖   尊賢會創辦人

「耆舞派對」三周歲啦！2014年派對主題
是舞動老人院，2015年主題擴展至舞動全
城，希望透過大眾化的「快樂椅子舞」，
推動舞動健康與跨代同樂。2016年，我們
訂出新目標：PARTY舞限耆！鼓勵長者
不應自我設限，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夢想，
亦應擁有追求夢想的自由和勇氣！

「快樂椅子舞」利用長者熟悉歌曲，配合
生活化的動作設計，融合小組內成員的相
互關懷。每次練習對長者來說不只是一小
步，更是一個進步的肯定，能重建長者自
信心，構建低成本的長者鄰舍互助組織。
長者生命有目標，生活有關懷，定期有運
動，自然降低對公共服務照顧的需求。

現代科技進步令人口結構改變，迫使先進
國家，都在尋找應對社會老齡化(Aging) 

的良方。香港
亦面對同樣挑
戰。社會大眾
日益關注長者
貧困境况，另
一方面，政府
面對狹窄的稅
基和迅速減少
的勞動力，憂

心忡忡，擔心全民退休保險的實施，會導
致公共財政入不敷支的局面。對於香港人
能否在未來五至十年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
安老政策，我個人是悲觀的。

社會老齡化，整個社會需要調整經濟結
構，社會福利，和民眾價值觀，以適應此
人口結構的轉變。

我們需要社會創新，替老齡化這觀念作全
新詮釋，讓更多長者老有所為，並有效促
進新知識和舊社會之間的融合。

我們需要推動建立完善的安老福利制度和產
品服務，讓長者敢於消費，釋放長者手上的
財富，為年青人創業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

我們需要在教育界推動老齡化觀念相關的
課程，協助新一代認識不同年齡層的特
點，推動跨代共融，建立新社會基礎。

我們不敢期望耆舞派對能牽動社會很大的
改變。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新公民，我們
相信籍着耆舞派對的舉行，我們可以帶動
起更多長者互助群組出現，充權於長者自
身，透過開心、運動、社交活動，使長者
能透過互助，低成本方式享受有質量的活
躍晚年！

今年我們得到周大褔慈善基金的認同和支
持，冠名贊助尊賢會舉辦的「耆舞派對
2016」，使超過四十間長者中心，安老院和
護老院得以參加今年的盛會。我們亦衷心
感謝白金贊助 - 水滴基金會及和興白花油，
金贊助 - 太陽國際金融集團及其他贊助公司
為活動共襄善舉，以及活動伙伴、支持機
構、義工朋友等全情投入，讓耆舞派對得
以舉辦。



尊賢會 (Jade Club) 於2012年創立，致力建立創新且可持續發展的服務模式，照顧長者
的長遠需要，令長者可居家安老，享受快樂活躍的晚年。尊賢會提倡積極樂頤年（Active 
Aging），提供益智好玩且行之有效的活齡活動。尊賢會為本地逾80間社福機構、私營安
老院及社區長者中心推動認知訓練活動，包括：幫助長者運動的「快樂椅子舞」、適合初
期至中期腦退化長者的「精叻操」、鍛鍊長者腦筋的「腦玩通」等，讓長者透過玩樂提高活
動能力、改善身體機能，享受快樂的社交互動，及提倡跨世代共融。

尊賢會從世界各地搜尋各種創新安老活動，包括將「快樂椅子舞」由英國引進香港，獲
台灣授權推行「精叻操」等。我們加插「老友記」喜愛的舊歌和生活習慣於「快樂椅子
舞」，使活動本地化，更迎合香港服務對象。

 (截至2016年3月)

‧「快樂」+「運動」= 長者身心健康，提
升社交生活質素。

‧「快樂椅子舞」舞步有效訓練四肢協
調、握力、平衡力和肌力。

‧ 輕快音樂節拍帶動下，寓運動於娛樂，
為長者帶來成功感和歡笑。

‧ 研究證實長者跌倒比率下降28%，定期
運動，預防與治療同樣重要。

‧ 愈來愈多人抱怨記憶力下降。要保持腦
部活躍，不一定要做艱澀的練習。尊賢
會專誠為長者搜尋好玩有趣的智能手機
APP，不論老少都會玩得津津有味，隨
時玩出癮來！

 

‧「治療性健身活動」 + 「社交認知遊戲」= 
保持長者自理能力及社交生活。

‧ 活動帶給長者歡樂和鬆弛的機會，鼓勵
相互交往，促進人際關係。

‧ 主要活動對象：患有初期至中期腦退化
症的長者。

 Dignity & Happiness for Elderly 

敬老尊賢 
數字說服務

 

快樂椅子舞
HAPPY CHAIR-BASED DANCE

 a 溫熱療法：
配合熱氈和專人按摩，能使長
者有溫暖感覺，緩和疼痛，鬆
弛直達內心

 a 手指棒操：
提升自我活動能力，重拾尊嚴

 a 健康環：
帶氧運動，激發快樂

 a 拋圈Bingo及槌球：
在遊戲中學習，競技中享受人
際交流

2,200+
「快樂椅子舞」

         活動次數

年輕導師們

3,000+
授課時數

樂齡參加人次

20,000+

最年長參加者

         合作伙伴 
(包括商業機構、

社福機構、私營安老院舍、
社區長者中心、大學等)

義工參與人數

500+

10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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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尊賢會為長者策劃不少大型創新活動，讓長者寓運動於娛樂之餘，亦展現各

位「老友記」的活力和投入！這些活動得到政府、商界、社福機構、傳媒界、安老業界

的認可及支持，跨界別合作更讓多種銀齡服務及社區活動惠及更多長者及親友，從而提

高全港市民對老齡課題的理解及參與度，提倡「活躍社交、快樂老化」的信念。

耆舞派對 Jade Party

「耆舞派對」集音樂、舞步和社交於一身的
舞台，給予參與長者綜合鍛鍊體力、提高
認知能力及社交樂趣，助長者們保持身
心健康愉快，為長者帶來與眾不同的「派
對」經驗，從而減輕人口老化的負面社會
壓力。「耆舞派對」著重快樂參與，無論
幾多歲，身體狀況各有不同，大家都可以
開心參與其中。每年的「耆舞派對」都有
過千位長者及親友一同享樂，令長者充滿
活力、開心、肯定、自信！

一齊郁、一齊玩！

Let’s Party!

不老騎士 Jade Rider

尊賢會與台灣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合作舉
辦「台灣不老夢想傳承香港」活動，在香
港招募長者赴台灣騎電動單車環島行，和
台灣長者一起挑戰自我、一起圓夢。過程
更被拍成紀錄片，將不老精神傳揚到香港，
鼓勵更多逐夢騎士！尊賢會更組織香港
「不老騎士」單車團，繼續燃點單車熱情，
不追求速度，只享受結伴踩車的樂趣，歡
迎55歲或以上朋友加入。

尊賢會孖咇步走3公里

Jade Club Duo Run

2015年首辦「尊賢會孖咇步走3公里」，有
600位長者及親友參加。此活動是全港首
個為長者而設的跑步賽事，鼓勵長者透過
步走這項有益身心且有效防跌的運動，增
加對運動的自信心，並培養長期運動的習
慣，跑出健康。活動同時鼓勵長者與親友
完成賽事，因此參加形式設為「孖咇」，
55歲或以上的老友記及13歲或以上的親友
作為拍檔，賽事中互相支持和鼓勵，一起練
習、一起比賽、一起衝線！當日活動大部
分參加者都能跑畢3公里，完成率高達
99.4%。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CSR Events 

尊賢會與不同商業機構合作籌劃長者社區
活動、院舍探訪、節日慶祝派對等項目，
運用商界資源服務社會，為長者帶來歡
樂。合作策劃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包括：
‧ 香港美心集團－千歲生日派對
‧ 美國萬通金融集團－耆趣樂活動日
‧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 恒基溫暖工程
基金「愛心送暖顯關懷」

‧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懷舊茶舞派對
‧ 英皇慈善基金會－院舍探訪
‧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院舍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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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舞大使分享

狄易達

好多人都會覺得跳舞只是年青人的
活動，這個想法就錯了！
其實跳舞的精神就是活力和熱血，我
相信老友記都一樣可以充滿活力，甚
至比任何人更加投入跳舞這個既開心
又健康的團體活動。耆舞派對預埋你！

杜如科

各位老友記，我杜如科，有筍野介紹
畀你！可以郁下跳下運動下，又可以
識到新朋友，係咪好吸引呢？所以，
下次去「蒲」，去玩「快樂椅子舞」，
人都醒神啲，即刻變做精靈健康嘅老
友記！

譚淇淇

Yo！開心其實好簡單，最緊要
係有得玩！無論係幾多歲，甚
至係人瑞，都可以一齊參與耆
舞派對，寓運動於娛樂。同老
友記跳返隻「快樂椅子舞」，
充滿正能量，又健康又潮呀！
Let’s move your body! 
Let’s Party!

達仔教導101歲伍欣伯伯跳椅子舞

老如科與譚婆婆

因咩事跳椅子舞跳到咁開心？

運動對長者健康非常重要，除了可以令體魄強健之外，

也可以預防衰老及舒暢心情。

椅子舞是一項比較創新的運動，

舞步最初由英國專家設計，簡單易學。

椅子舞是坐着進行的，能量需求僅為靜止時的兩倍，

因此適用於體力和平衡力較弱的長者。

為他們提供肌肉訓練的同時，

也消除他們對跌倒的擔憂。更有外國研究指出，

腦退化症患者每天跳椅子舞，

三個月後大腦功能得以提升。

另外，跳椅子舞時，長者圍圈坐着，

模仿導師的手舞足動，並以輕快音樂奏起拍子，

營造歡樂的氣氛。這樣既可促進長者的精神健康，

也有助建立社交平台。

近年，本港社會企業尊賢會致力在社區及

院舍推廣椅子舞，甚得長者歡迎，並且積極參與。

椅子舞已成為一項推廣「躍動耆年」的創意活動。

余秀鳳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躍動耆年」

 椅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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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前並不知道快樂椅子舞是甚麼
，由於自己很

喜歡舞蹈，原來可以坐在椅子上跳
舞，於是我第一時間去

報名！學習過程十分開心，快樂椅
子舞的導師亦很有耐性

教導。快樂椅子舞容易學習，非常
合適長者，即使80-90

歲都能參與，加上跳快樂椅子舞時
的氣氛很好，曾經試過

兩次表演，觀眾及嘉賓一齊跳、一
齊玩，我對快樂椅子舞

的評價是十分滿分！

以前從未聽過快樂椅子舞，覺

得很新鮮，而自己又可以當做

運動，伸展筋骨，所以參加。

參加後覺得好好玩，四肢都可

以活動到，並且要記住舞步，

學習快樂椅子舞後覺得自己

手腳同腦筋都比以前靈活

！舞步又十分有趣，

覺得自己年輕了。

羅錦英 (70歲)        快樂椅子
舞年資：1年

李雪蘭 (64歲)

快樂椅子舞年資：接近
1年

李社井 (74歲)

快樂椅子舞年資：3年
我參與快樂椅子舞快三年了，
過程中我感到改善了平衡力、
肌力和手腳協調能力。此外，
溝通能力也提升了。快樂椅
子舞的導師用心教授，在班
中認識了好多朋友，我更與導
師成為了好朋友。快樂椅子舞
不但令自己開心，而且有表演
機會，可以挑戰突破自己，
更可將快樂傳給別人，

令人生更加精彩。

張惠嫦 (78歲)

快樂椅子舞年資：3年
參加椅子舞三年以來，感到開
心快樂。手、腳活動能力好了
很多，身體覺得輕鬆舒服了，不
會再有腰酸背痛，多了歡笑。在活
動中認識了不同地區的朋友，大家
和睦相處，在表演活動中發揮團隊
精神。希望此活動繼續舉辦，我

會一直參與下去。 

李少珊 (66歲)

快樂椅子舞年資：1年
以前我從未接觸舞蹈，對音樂亦一
竅不通，但接觸過快樂椅子舞後，
我很享受音樂帶給我的歡樂，整
個人都變得開心，笑容多了，故
十分期待每次的參與。參與快
樂椅子舞後，覺得記憶力改善
了，能記得多首歌曲的舞步
，很有滿足感。人際關係
亦好了，多了朋友，又
懂得與人溝通及相處
，丈夫亦非常支持
及鼓勵我繼續跳
快樂椅子舞。

簡翠金 (66歲)

快樂椅子舞年資：1年半

我非常喜歡跳舞，但膝關節退化
已廿多年，以致行動不便無法參

與，但椅子舞能坐著跳舞，滿足
了我對跳舞的興趣。椅子舞的節

拍

舞步既能帶來歡樂，又是一種運
動，能強身健體。我發現跳了快

樂

椅子舞後，膝關節退化情況能保
持現況，沒有惡化，加上精

神好了，人亦變得有活力。我亦
參與了中心的椅子舞

義工小組，有空便於中心排練歌
曲舞步，又

經常於活動中負責帶領的工作，
亦因

此變得好記性呢！

快樂 ‧ 舞限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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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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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時間 內容

上午組別 

活力組 9:00 嘉賓及耆舞隊伍接待

 9:30 所有嘉賓及耆舞隊伍到達

 9:45 「耆舞派對2016」開始

  主持介紹尊賢會及「耆舞派對2016」

  歡迎辭 - 尊賢會創辦人張瑞霖先生

  主禮嘉賓致辭 -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椅子舞大使分享 - 狄易達、譚淇淇、杜如科

  啟動典禮－全場齊跳大會歌 

 10:00 耆舞大匯演開始

 10:45 全場大會舞

  耆舞隊伍巡禮

 11:20 頒發獎項

  得獎耆舞隊伍台上合照及福袋派發

 12:00 耆舞隊伍分批離開

 12:30 上午環節完結

 12:00 -13:30 翡翠午宴 (經邀請參與)

下午組別 

歡樂組 13:15 嘉賓及耆舞隊伍接待

 13:45 所有嘉賓及耆舞隊伍到達

 14:00 「耆舞派對2016」開始

  主持介紹尊賢會及「耆舞派對2016」

  歡迎辭 - 尊賢會創辦人張瑞霖先生

  全場齊跳大會歌 

 14:15 耆舞大匯演開始 

 15:00 全場大會舞

  耆舞隊伍巡禮

 15:35 頒發獎項

  得獎耆舞隊伍台上合照及福袋派發

 16:15 耆舞隊伍分批離開

 17:00 下午環節完結

H.R.

H.R
.

H.R
.

DO
WN

TO
 5/

F

DO
WN

TO
 5/

F

大會舞台

大銀幕

飲水機

A1 A2 B1 B2

A3 A4 A5 B3 B4 B5

C1 C2 C3 D1 D2 D3

C4 C5 D4 D5

大銀幕

嘉賓席

公眾席

出入口
Entrance / Exit

救護站

氣球派發點

棉花糖
派發點

棉花糖
派發點

嘉賓及傳媒
  接待處

耆舞隊伍及公眾人士
接待處

拍攝區

Dancer Rm

Clown RmVIP Rm

Volunteer Rm 2

Chr‘akdc snhkds

Volunteer Rm 1

to #15 & 16 Cargo Lifts

領舞台 領舞台

領舞台 領舞台

傳媒區

飲水機

洗手間



鳴謝 

玆感謝 

何德才先生
善心捐助

「耆舞派對2016」

熱心推動活力銀齡，關懷長者身心靈健康，

讓長者發揮老有所為、老有所用的精神，

帶來更多活力和正能量，

特致此狀，以表謝忱！

尊賢會創辦人

張瑞霖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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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們盡心盡力的協助及

對長者熱心的關懷！有您們的幫助，

令「耆舞派對2016」得以順利進行，

讓全場長者活力充沛！

大會評判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個人客戶業務 - 
個人客戶市務助理副總裁  伍偉聰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莊明蓮教授

Fimmick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姚金鴻先生

安永（審計服務）經理  謝芷茵女士

香港復康會副主席  莫關雁卿女士

「耆舞派對2016」籌備小組

Patrick Cheung Christine Cheung Ada Chun
Michelle Chau Bon Lo Sophie Ko
Chan Cheuk Lam John Chan Idy Cheung
Ivan Lin Martin To Chan Pak Hong

特別鳴謝

關懷小丑        生誠教育       Aaki Balloon        義工團隊



聖恩護老院 港安護理中心

香港勵志會
陳融晚晴中心

安老及殘疾
服務聯會

竹園區神召會
彩雲長者鄰舍中心

廣安
護老之家

紫雲間
沁怡護養院

路德會黃鎮林伉儷
復康護理中心

香港明愛
安老服務

金贊助 翡翠午宴協辦

冠名贊助

白金贊助

禮品及福袋贊助

場地贊助

主辦 合辦
交通伙伴 社交媒體伙伴媒體伙伴

義工伙伴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耆舞派對2016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