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8-19 兩年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 

2019年4月至5月課程一覽表

地區 獲資助長者學苑 課程名稱 報名方法 課程開始日期 課程結束日期 上課時間 堂數 
每堂時數

(小時) 上課地點 上課地點地址

港島區 香港聖公會東區長者學苑 數碼耆趣自由行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5月28日 (逢星期二) 上午9:30 - 下午12:00 5 2.5 香港小童群益會筲箕灣兒童中心及圖書館 香港筲箕灣明華大廈A座地下高層

港島區 香港聖公會東區長者學苑 購物易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9日 2019年6月13日 (逢星期四) 下午3:00 - 5:00 5 2 大澳冰室小廚 西環石塘咀山道20-24號高雅大廈地下

港島區 香港聖公會東區長者學苑 互聯網·知多D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10日 2019年6月28日 (逢星期五) 上午11:30 -下午1:30 5 2 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38號2字樓B室

九龍區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智能理財 電話 2019年5月2日 2019年5月30日 (逢星期四) 下午2:30 - 4:30 5 2 香港理工大學 紅磡育才道11號

九龍區 九龍西長者學苑聯網 社交平台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15日 2019年6月12日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00 5 2 香港聖公會基愛長者鄰舍中心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2字樓A室

九龍區 樂善蓮社創新長者學苑 智慧政府–智慧健康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29日 2019年7月19日 稍後公布 5 2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橫頭磡富裕街3號

新界區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康樂文化一站通 親身 /網上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17日 (逢星期一) 下午2:00 - 4:00 5 2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新界區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耆趣網購天地 親身 /網上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17日 (逢星期一) 上午10:00 - 下午12:00 5 2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新界區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生活便利一站通 親身 /網上 2019年5月22日 2019年6月19日 (逢星期三) 上午10:00 - 下午12:00 5 2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智能手機程式溝通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30日 (逢星期二) 下午2:00 - 4: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智能手機程式溝通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3日 2019年5月8日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4: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網上免費娛樂篇（視頻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4日 2019年5月2日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網上免費娛樂篇（視頻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4日 2019年5月2日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電腦網絡溝通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9日 2019年6月13日 (逢星期四) 上午10:00 - 下午12: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沙蘇長者學苑 電腦網絡溝通篇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9日 2019年6月13日 (逢星期四) 下午2:00 - 4:00 5 2 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沙田瀝源邨貴和樓123,125 - 140號地下

新界區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認識電子政府服務 電話 2019年4月9日 2019年5月3日 
(逢星期二、五) 下午2:00 - 4:00 

26/4不用上課 
5 2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屯門湖月街2號

新界區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認識電子政府服務 電話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17日 (逢星期一) 下午2:00 - 4:00 5 2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屯門楊青路第31區

新界區 伯裘明愛長者學苑 探索E-政府應用程式 電話 /網上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3日 (逢星期一) 下午2:00 - 4:00 5 2 伯裘書院 天水圍天華路51號

新界區 培聖長者學苑 健康-生活通 (E-Health) 親身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5月24日 (逢星期五) 下午2:30 - 4:30 5 2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副址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翠樓地下2-6號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電子政府喺左近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30日 (逢星期二) 上午09:15 - 下午12:15 5 3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長者部 新界元朗屏信街5號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電子政府喺左近 親身 /電話 2019年4月2日 2019年4月30日 (逢星期二) 上午09:15 - 下午12:15 5 3 明愛賽馬會恩暉苑 荃灣城門道9號明愛賽馬會荃灣服務樓地下、四至七樓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電子政府喺左近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6日 2019年6月24日 
(逢星期一) 下午12:00 - 3:00 

13/5、27/5及3/6不用上課 
5 3 香港宣教會大興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大方街6號大興邨興耀樓地下15-21號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電子政府喺左近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24日 
(逢星期一) 上午10:00  

3/6不用上課 
-下午1:00 

5 3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地下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生活回味在香港Apps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6日 2019年6月10日 
(逢星期一) 下午2:30 - 5:30 

13/5不用上課 
5 3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屯門三聖邨豐漁樓地下第2號亭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生活回味在香港Apps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21日 2019年6月18日 (逢星期二) 上午9:30 - 下午12:30 5 3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長者部 新界元朗屏信街5號

新界區 屯輝長者學苑 生活回味在香港Apps 親身 /電話 2019年5月22日 2019年6月19日 (逢星期三) 下午2:00 - 5:00 5 3 美中浸信會蝴蝶灣浸信會長者中心 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