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LARD NW SENIOR CENTER

Ballard NW 老年人中心, Sound Generations 是我们的 社区伙伴。

重要事件 (Featured Events)

Ballard NW高级中心位于Hiram M.
Chittenden Locks，拥有超过45年的历史，为
Ballard，Magnolia，Queen Anne及周边地区
的50岁及以上成年人提供改善和改变生活的计划和
服务。我们希望您能参加我们的课程和团体，社交
活动和庆祝活动以及健康和保健服务。我们是
Sound Generations（前身为高级服务）的社区
合作伙伴。了解您所在社区的优惠信息！如果您知
道您希望我们提供的其他服务或活动，请告知我
们！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Ballard
NW Senior Center
nd

5429-32 Ave. NW - Seattle, WA 98107
(206) 297-0403 BallardSeniorCenter.org

更多信息
网站: BallardSeniorCenter.org
Facebook: Ballard NW Senior Center
Twitter: @BallardNWSC

我们三个国王：IRISH TENORS HOLIDAY CONCERT
12月18日星期二，晚上7:30
二十年前，全世界闻名的爱尔兰男高音闯入了音乐界。他们走
遍了世界各地，并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音乐
会场地中拥有惊心动魄的观众。一天晚上，只有他们丰富而有
力的声音将于12月18日星期二7点30分在贝纳罗亚音乐厅的贝
纳罗亚音乐厅举行神奇的“我们的三王”音乐会。令人难忘的美
丽爱尔兰音乐和特别熟悉的节日音乐，只有爱尔兰男高音才能
演出，是所有年龄段的珍贵传统。 Ronan Tynan，Anthony
Kearns和Finbar Wright是屡获殊荣的爱尔兰男高音歌唱家。他
们结合自己的才能，创造出触动心灵，激发情感的音乐会体
验。地面，他们是壮观的，这些人是神奇的在一起。这场音乐
会使我们的Ballard NW高级中心受益。支持您的中心，并为这
场特别的音乐会送给家人和朋友的礼物。一个难忘的活动和难
忘的经历。门票价格从50美元到150美元不等。 门票只能通过
Benaroya Hall售票处购买：
- 在BENAROYAHALL.ORG在线
- 通过电话206. 215.4747
- 前往贝纳罗亚音乐厅售票处购买门票
周三晚上的活动
现在是时候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秋季活动了。天很晴朗，夜晚
很清爽，周三晚上正在中心。在忙碌的一天之后想要放松的人
欢乐时光从下午4:30开始。来自新厨师Lori的精彩晚餐时间是
下午5点。与中心朋友共进晚餐是一个完美的秋季夜晚。跟随
宾果，电影，草裙舞或我们的其他活动。来参加一项活动或一
切。与人交往很重要，这使我们所有人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加入我们！
回复晚餐：
- 在BallardSeniorCenter.org上线
- 电话：206.297.0403
- 2楼接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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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发布者：
Ballard NW 老年人中心
“朋友遇见朋友的地方”

计划和服务
特别活动 (Special Events)

税号＃91-0823767
探望我们
周一上午8:30至下午4:30
周二上午8:30至下午4:30
周三上午8:30至晚上9:00
周四上午8:30至下午4:30
周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5429 32nd Ave NW
Seattle, WA 98107
Phone (206) 297-0403
Fax (206) 297-0558

会员只有午餐
9月14日星期五，中午12点至下午2点
我们的会员是我们中心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在9月14日星期五中午的午餐会上向您表示敬意。非常
感谢你。您的支持对中心至关重要。作为会员，您可以获得许多好处。会员的课程，足部护理，旅
行和其他服务费用较低。会员资格对中心的预算很重要。我们很高兴尊重我们的会员，因为您对中
心非常重要。谢谢！这也是关爱之日，西雅图Sounders选择我们来帮助尊重我们的会员。如果您加
入我们，请在9月11日前告知我们，以便我们准备足够的食物。
回复参加午餐会：
- 在BallardSeniorCenter.org上线
- 电话：206.297.0403
- 位于1楼大堂的人员

在网上找到我们
BallardSeniorCenter.org
Ballard NW Senior Center
@BallardNWS

董事会
董事会主席: Jan Loder
出纳员 : Rutha Thomas
董事会秘书 : Henry Grenley
董事会成员:
Claire Anderson
Kathleen Baca
Annie Davis
Rusty Forster
Carolyn Golesch
Alan Hovland
Susan Schneider
Paul Sivesind
Mary Webster
志愿者椅:
拍卖 : Al Hovland
书店: Mary Webster
建筑与地面 : Stephen Sill
勤: Tamar Pearsall
临检: Carlene Canady-Wold
首饰: Ramona Owen
假日烘烤销售: Jan McManus

OKTOBERFEST RAINBOW BINGO $ 15
10月5日星期五，下午6:00至晚上9:00
Octoberfest和Bingo - 什么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夜晚？宾果游戏的美好夜晚，美味的食物，娱
乐，娱乐以及支持您的中心的方式。 Betty Malone姨妈将在这个热闹的彩虹宾果之夜举办。
Octoberfest啤酒，特色鸡尾酒（万圣节即将到来）和德国Octoberfest美食。多么美好的一夜。餐
饮服务时间为下午6点，娱乐和宾果游戏时间为晚上7点至晚上9点。主题篮和礼品券等待我们的获
奖者。门票价格为15美元或门票20美元。单独定价的食品和饮料。穿上你的慕尼黑啤酒节服装。
购买门票：
- 在BallardSeniorCenter.org上线
- 电话：206.297.0403
- 2楼接待人员
巨大的RUMMAGE销售
10月12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4:00
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3:00
我们今年的最终Rummage促销活动！壮观的销售，以其高品质和我们的产品种类而闻名。请让所有
联系人知道。在您的早期秋季清理和清理时，请将一两个盒子放在一起进行销售。我们可以在我们
的地区接收大量货物。提醒家人和朋友，他们也可以捐赠和购物。我们想再筹集5,000美元的销售
额。我们的RummageCafé咖啡厅供应美味的汤，三明治，沙拉，馅饼等。这次销售取得成功非常重
要，我们需要在10月11日星期四，12日和13日的销售日，以及最特别是在星期六13日取下2-5时提
供大量帮助。请注册以获得帮助。人多力量大。
寄存器帮助：
- 电话：206.297.0403
- 位于1楼大堂的人员

高级中心工作人员:
执行董事: Carlye Teel
CarlyeT@SoundGenerations.org

项目协调员: Kristina
KristinaW@SoundGenerations.org

社会工作者: Carleen
CarleenY@SoundGenerations.org

45周年纪念活动
10月18日星期四下午5:00至7:00
这个美妙的中心在Ballard，Magnolia，Queen Anne和周边地区为老年人提供了45年的支持。我们
被称为友好的中心，每个人都欢迎和赞赏。欢迎加入我们，社区领袖，政治家，朋友和邻居，共同
庆祝我们45年的历史，并期待我们未来的所有计划和目标。庆祝您的中心和我们45年的服务。
寄存器此活动：
- 在BallardSeniorCenter.org上线
- 电话：206.297.0403
- 位于1楼大堂的人员

计划和服务
MURDER MYSTERY EVENT
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6：00-8：00，20美元
你做了吗？你旁边的人做了吗？或者是下一张桌子上的管家，厨师还是绅士？在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度过一个多么有趣和神秘的
方式。专业演员将正在进行他们的谋杀神秘广播节目。饮料，美味的晚餐和谋杀可以搞清楚。为所有人带来乐趣和新活动。我们
的第一个“谁做完”晚餐和活动提前获得门票。 $ 20.00
购买门票：
- 在BallardSeniorCenter.org上线
- 电话：206.297.0403
- 2楼接待人员
万圣节派对
10月31日星期三中午12点至2点
抓住你的服装准备，我们有一个神奇的午餐和派对的幽灵计划。服装比赛获胜者将赢得一个充满魔力耀斑的主题万圣节篮子！如
果您想帮助准备装饰品，雕刻南瓜和设计游戏，请联系KristinaW@SoundGenerations.org或在她的办公室停留或致电Kristina致
电206.297.0403。
HOLIDAY BAZAAR＆BAKE SALE
11月16日星期五，上午9点至下午4点
11月17日星期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
我们备受推崇的Holiday Bazaar和Bake Sale，保存日期！在您的名单上有一个很棒的礼物，新的节日装饰品以及过去的珍宝，手
工制品，装饰精美的树木和花圈，假日植物，烘焙销售等等。 BazaarCafé咖啡厅将提供美食和美味的午餐。这是您所有假期需求
的完美答案。
回复捐赠或志愿者：
- 电话：206.297.0403
- 2楼接待人员

健康服务 (Health Services)
这些课程可预约。请在二楼接待处登记或致电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206.297.0403。
移动设备
星期一，上午9:00到下午4:00 .........免费
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免费
星期三，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免费

星期四，上午9:00到下午4:00 ....免费
星期五，上午9:00到下午4:00 ....免费
你需要拐杖还是助行器？我们提供各种手杖和折叠助行器。有时我们有轮椅。
针灸师乔恩
星期二，上午9:00至10:00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星期五，上午9:00至10:00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灸师乔恩
星期二，上午10:00至下午1:00 ......... $ 20会员/ $ 40非会员
星期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 ......... $ 20会员/ $ 40非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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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TYR CLINIC

计划和服务
星期二，下午1:30至4:30 .........免费
星期五，上午9:00至晚上12:00 .........免费
仅限预约。 Bastyr居民和监督医生提供自然疗法保健。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还协助物理治疗和脊椎按摩疗法。
口腔卫生
选择星期五，按预约.........低成本
清洁牙齿并为健康的牙齿提供建议。客户首次需要填写牙科表格。请求具体日期。
FOOT CARE
周二，上午10:00至下午4:00 ......... $ 20会员/ $ 40非会员
照顾好你的脚。当你的脚感觉良好时，你的整个身体感觉很棒！可以改善整体健康。
如果您在48小时内取消，将收取10美元的费用.

鼓圈
星期三，上午11:00至晚上12:00 ......... 3美元会员/ 6美元非会员
Chippewa Medicine女士Judith Hilzer邀请您成为鼓乐圈中的一员，以获得放松，活力和幸福感。
治疗按摩
星期二，上午10:00至晚上12:00 ......... $ 8会员/ $ 16非会员
星期三，中午12点至下午2点......... $ 8会员/ $ 16非会员
预约时间为15分钟。按摩可以创造奇迹，使整体健康和问题区域更好。
冥想研讨会
星期三，上午10:00至中午12:00 .........免费

冥想就是把生活的困难和快乐打开心灵和思想。加入我们。
REIKI灵气大师李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通过预约......... 15美元会员/ 30美元非会员
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一，通过预约......... 15美元会员/ 30美元非会员
根据需求，完整的灵气疗法会议将于9月开始。由Reiki Master Lee提供的这些1小时课程每月提供两次，是您一周的精彩补充。现
在签名，感觉越来越好。全程是1小时。
REIKI SHARE灵气大师李
星期四，下午1：00-3：00 .........免费
灵气是一种天然的治疗能量，以柔和的集中方式流经灵气通道。灵气大师将于9月25日和11月21日休假。

咨询和支持 (Counseling & Support)
这些课程可预约。请在二楼接待处登记或致电Ballard NW Senior Centre，电话：206.297.0403。
社会工作
星期一，通过预约.........免费
星期四，通过预约.........免费
星期五，通过预约.........免费
如果您需要有人帮助或只是听，请访问或致电(206)297-0403安排预约。我们在这里为您，您的家人，您的朋友和社区提供帮助。社会
工作者提供许多服务（宣传，情感支持，咨询，资源收集，转介，支持小组，课程）。她花时间带领团队提供明智的帮助，支持，倾听和
咨询。要了解有关Carleen教育和就业经历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的员工和董事会页面上的简历。
家访
星期一，通过预约.........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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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星期四，通过预约.........免费
星期五，通过预约.........免费
致电(206)297-0403或前往二楼接待处。如果您担心家人或难以离开的亲戚或邻居，请不要犹豫，联系我们的中心进行社会工作者
转介。
邻里关系计划
星期一，通过预约.........免费
星期四，通过预约.........免费
星期五，通过预约......... FreeFree
你能从我们的邻居志愿者每月至少两次访问中受益吗？也许你已经接受了手术并且短期内需要这项服务，或者你可能已经感觉孤
立了很长时间。这些访客可能只是坐下来与您交谈或玩棋盘游戏，分享茶和饼干，或与您一起开车。我们将您的需求与志愿者的
优势相匹配。请自己或其他人与中心主任Carlye或社会工作者Carleen（206）297-0403联系，加入Neighbor Ties Program。您也可
以点击此处自愿参加此计划。
阳光委员会
星期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免费
给生病的人的生活带来一些阳光。该组将卡片发送给该中心的病人。如果您知道中心会员可以使用一些关心，愉快和鼓励的话，
请联系我们将其添加到我们的卡接收者列表中。联系我们(206)297-0403加入这个新的照顾小组。
艺术治疗组
星期一，下午1:00 - 下午3:00 .........免费
来社会服务办公室与其他中心参与者一起制作艺术品。没有必要的艺术经验和很多好的供应和对话。
个人艺术疗法

星期一，上午9:00 - 下午4:00 .........免费
星期四，上午9:00 - 下午4:00 .........免费
星期五，上午9:00 - 下午4:00 .........免费
2楼前台接待处预约。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来探索你的创意方面。没有必要的艺术经验。
支援团队
本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下午1:00 - 下午2:30 ....免费
无论好与否，我们都经历了生活中的诸多变化。我们作为老年人正试图应对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健康可能会发生变化;生活环境
的变化;失去家人，朋友或宠物等。来社会服务办公室谈谈你的担忧 并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照顾者支持小组

本月第四个星期四，下午1:00 - 下午2:30 .........免费
您是家人或朋友的照顾者吗？成为照顾者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保持身心健康。前往社会服务办公室讨论问题，分享解决方案并从护
理人员那里获得所需的支持。
创意时间集团
星期五，上午10:00 - 上午12:00 .........免费
带来您想要在其他人的陪伴下工作的任何特殊项目。例如珠饰，刺绣，针织，钩编，其他纤维工艺，纸艺等。如果您愿意，这个
机会将让您分享想法，展示您的工艺和交换材料。来到社会服务办公室，共同享受创作时光！
SEATTLE TINNITUS支持团队
每月在Broadview图书馆见面.........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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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大家好！我们将很快召开月度耳鸣支持小组会议。请将此邀请传递给可能有兴趣参加的任何人。请通过电子邮件
Keith_R_Field@msn.com与Keith Field联系，加入这个精彩的团队。
低视力支持小组
第二个星期一，上午10:30 - 上午12:00 .........免费
讨论处理低视力的试验和胜利，并学习一些新技术。无需注册。
快来了！
低听力组
正在进行的调度.........免费
会面并讨论处理听力损失的挑战和成功：轻微，部分或完整。请立即回复，我们将与您联系，提供更多信息。

帮助 (Assistance)
这些课程可预约。请在二楼接待处登记或致电206.297.0403。
金融
金融服务Kyle Bernethy
第一个星期四，上午10:00 - 上午12:00 .........免费
Kyle Bernethy是一位独立的金融服务专业人士，负责处理财务问题。注：由Foresters Equity Services Inc.会员FINRA / SIPC注册的证
券代表和协会证券。
退伍军人 (Veteran’s Assistance)
VFW：外国战争的退伍军人Gail Engler
9月1日星期四，下午1：00-4：00 .........免费
地点：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二楼接待处办理入住手续
来自VFW的盖尔在这里为退伍军人提供服务。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有疑问或需要，Gail会在这里为您服务。
医疗保险 (Medical Insurance Assistance)
高级权利和医疗保险信息
第3个星期三，上午9:00 - 上午12:00 .........免费
地点：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二楼接待处办理入住手续
杰里基廷协助医疗健康保险，医疗保健问题，授权书和遗嘱。
法律 (Legal Assistance)
法律咨询Ruth Emily Vogel
第二个星期四，上午10:00 - 上午12:00 .........免费和低成本
地点：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二楼接待处办理入住手续
Law Ruth的律师Emily Vogel提供免费的初次会议，讨论Ballard NW高级中心的法律主题。
技术 (Technology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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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与项目协调员Kristina Webberley共进午餐技术帮助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中午12:00 - 上午12:30 .........免费
地点：Harmony餐厅，Ballard NW高级中心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带上您的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电脑书午餐，向计划协调员Kristina提出问题，讨论技术问题，
并听取有关新技术的信息。参与者可以在参与时享用午餐，咖啡和/或茶。开始写下你的问题！
Alex Deadmond的个人电脑课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 - 下午4:30 ......... $ 40会员/ $ 80非会员
地点：Ballard NW高级中心计算机实验室
您的技术难度或令人沮丧吗？您是否希望有人一对一坐下来帮助您了解您的手机或电脑？我的名字是亚历克斯，通过我的一对一
计算机课程，我们将坐下来让技术适合您的生活并使其更容易。每节课都根据每个人的技能水平量身定制，并且可以与任何技能
相关联。关于我自己：我对童年时期开始的技术充满热情和好奇。随着我的成长，我在Apple，Best Buy和AT＆T等多家科技公司
工作，在那里我发现了我多么喜欢帮助人们以及技术如何帮助每个人的生活。不幸的是，进入零售空间可能是有限的，我无法在
必要的时间帮助人们，所以我决定出去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和应得的帮助
计算机实验室
星期一，上午8:30 - 下午4:30 .........免费
星期二，上午8:30 - 中午12:00 .........免费
星期三，上午8:30 - 晚上8:00 .........免费
星期四，上午8:30 - 下午4:30 .........免费
星期五，下午12:30 - 下午4:30 .........免费
地点：Ballard NW高级中心计算机实验室
Ballard NW Senior Center提供我们的计算机实验室的开放使用，该实验室提供安全，高速的互联网和各种软件包，包括Microsoft
Office。无需访问代码，无需注册。没有计算机时间限制。除周二下午和周五早上外，欢迎每个人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
4:30之间进行免费接待。
听力损失 (Hearing Loss Assistance)
访问无线
Access Wireless.org被美国听力损失协会推荐为获得听力辅助技术评论的最佳在线资源。
听力辅助技术
“听力辅助技术，或通常所说的HAT，是可以帮助各种听力情况的技术。”阅读更多关于HLAA：美国听力损失协会的网站。
家庭援助 (Family Assistance)

工作资源
星期一，下午2：00-4：00，通过预约.........免费推荐
地点：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办公室
就业银行目前列出了超过168人，他们列出了从护理到家庭维修等各方面的技能。作业库是一个匹配的数据库，通常提供3-6个推荐
（如果可用）。
免费烟雾报警器
西雅图消防局将在您家中提供并安装免费烟雾报警器。联系他们！有关更高级的消防安全提示，请单击上面的链接查看和打印西雅
图高级消防安全手册。请致电(206)386-1337为您的家中获取新的烟雾警报器。
小型家居维修
西雅图的房主可以享受服务。它允许您专业做小管道，电气和木工维修。您只需申请一次，然后可以申请3年的协助。如果你不想填
写文件，他们甚至会派人去为你做。成本：每小时10美元加上零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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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PNA村庄
我们正在与PNA合作，为巴拉德带来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为老年人提供许多服务，让他们随着年龄的
增长留在自己的社区。有许多服务和志愿者的机会。社区合作伙伴：Phinney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PNA）
紧急信息 (Emergency Information)
组装你的紧急工具包
9月6日星期四，下午12:30至下午1:00
您是否知道在重大灾难发生后至少7-10天内您应该准备好自己照顾自己？了解您应该拥有哪些物资，购买和储存它们，以及在
哪里寻求救生援助。 Alice Kuder与其观众分享的信息和清单汇集了地区专家应急准备中最好，最实用的建议。
为自然灾害准备你的家
10月9日星期二，12：30-1：00pm
在大地震发生后你的家仍然会站立吗？了解您今天可以做的简单，低成本的事情，以防止家中的灾难，并减少紧急情况后的恢复
时间。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土生土长的爱丽丝·库德一直在帮助朋友和家人做最糟糕的准备工作，并希望成为自1999年以来最好的
人。
避免诈骗 (Avoid Scams)
National Do Not Call Registry
加入此互联网服务不接收电话电话营销。您可以免费注册家庭或手机。
资源转介 (Resource Referrals)
市长的老年人办公室
市长老年人办公室为支持独立生活，社会和公民参与以及健康老龄化的服务提供计划和转介，以便对老年人和残疾成年人的生
活产生积极影响。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5:00。请拨打(206)684-0500致电市长老年人办公室，TT / TDD（206）233-2778
途径信息和援助
在您需要时查找所需信息并非易事。声音世代的途径信息和援助计划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资源，以帮助金县老年人，残疾人和
照顾他们的人保持独立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Sound Generations的服务，电话是（206）448-3110。
声音世代
自1967年以来，Sound Generations（前身为高级服务）已将金县的老年人和残疾成年人与重要资源联系起来。您可以拨打(206)
448-5757与他们联系。
巴拉德联盟
巴拉德联盟（前巴拉德商会）确保我们的社区仍然是一个独特，清洁和重要的区域，为游客，居民，企业和业主。
Ballard扶轮社
110多年来，扶轮社成员一直在应对全球的挑战。
ELDERCARE LOCATOR
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 1-800-667-1116免费
粮食援助 (Food Assistance)
免费新鲜面包
星期四，上午9:00 - 12:00
地点：Harmony餐厅，Ballard NW高级中心
由巴拉德食品银行，高草面包店和埃德蒙兹家庭甜甜圈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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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午餐
周一至周五，中午12:00至下午12:30
地点：Harmony餐厅，Ballard NW高级中心
事实证明，社交和与他人互动对你有好处。均衡的营养对您的健康和老龄化很重要。平日加入我们的社区餐饮，从头开始美味的
健康膳食，为您的用餐乐趣。新厨师Lori准备了很棒的汤和饭菜。许多星期三是一位信息丰富的演讲者，午餐后供您享用。早点
来和他人聊天，上课，拼图，练习，读书或做志愿者。在中心见。4美元（60岁以上的人）。 10美元（60岁以下的人）
外卖午餐
周一至周五中午12:30
午餐后，您可以在厨房停下来享用餐点带回家。视可用性而定。 4美元（60岁以上的人）。 10美元（60岁以下的人）
送餐上门
周一至周五
由Sound Generations提供。自1967年以来，Sound Generations（前身为高级服务）已将金县的老年人和残疾成年人与重要资源联系
起来。您可以拨打(206)448-5757与他们联系。
巴巴巴巴巴巴巴
星星星星星2星星7星
星星星星11星 - 星星4星
星星星星11星 - 星星4星
星星星星2星 - 7星
巴拉德食品银行在温馨的环境中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各种健康食品和服务。这个食物银行适用于住在这些邮政编码的人：
98107,98109,98117,98177（仅限西雅图地址），98119和98199邮政服务。
LGBTQIA资源 (LGBTQIA Assistance)
骄傲基金会
Pride Foundation是一个区域性社区基金会，旨在为西北地区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同性恋者（LGBTQ）提供
扩大机会和促进完全平等的机会。
医院 (Hospitals)
瑞典巴拉德医院
Nils August Johanson博士于1910年创立了瑞典医疗中心，成为西雅图第一家现代化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博物馆 (Museums)

北欧博物馆
北欧博物馆致力于西雅图北欧移民，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裔美国人的遗产。它成立于1980年。
孙子资源 (Grandchild Programs)
巴拉德男孩和女孩俱乐部
一个青年发展组织，拥有熟练，关怀的专业人士，他们了解每个孩子的来源，并帮助他们塑造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他们的创新
计划旨在使青年人能够在学校中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公民，并过上健康，富有成效的生活。
大兄弟和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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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Big Brothers Big Sisters of America是一家501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通过与志愿导师的专业支持，一对一的关系帮助所有儿童发
挥潜能。
巴拉德社区中心
巴拉德社区中心融合了历史悠久的巴拉德（Ballard）社区，距离巴拉德锁（Ballard Locks）以及市场街（Market Street）的商店
和餐馆仅有几步之遥。大多数人都从大型船体结构中认出了这座建筑，这是中心前方儿童游乐区设计的一部分。
忠诚度高社区中心
Loyal Heights社区中心位于西雅图西北部Loyal Heights社区的中心地带。 Loyal Heights拥有宽敞的绿地和校园主要区域的小型游
乐区。

运输 (Transportation)
AARP驾驶员安全计划
$ 15 AARP会员/ $ 20非。 AARP会员
从中选择：
星期三。周四，10月24日和25日，上午9:00至下午1:00
星期三。周四，11月28日和29日，上午9:00至下午1:00
学习新的道路规则并审查驾驶技术。您必须参加这两天才能完成课程，这可能使您有资格获得汽车保险的多年折扣。
访问SHUTTLE
无论是地铁公共汽车，西雅图有轨电车还是Sound Transit轻轨，都可以随时随地进入。接待顾客去购物，上班和上学，剪头
发，与医生一起办理入住，与朋友见面或享受当地公园。请致电206.205.5000联系该计划
JOB BANK DRIVERS
星期一，下午2：00-4：00，通过预约.........免费推荐
地点：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办公室
就业银行目前列出了超过168人，他们列出了从护理到家庭维修等各方面的技能。作业库是一个匹配的数据库，通常提供3-6个
推荐（如果可用）。
HYDE SHUTTLE
Hyde Shuttles为King County的许多社区的老年人和残疾成人提供门到门的面包车服务。我们友好，训练有素的司机将车手送
到热餐计划，医疗预约，高级中心，杂货店和其他当地目的地。对于那些有困难的人来说，这项服务提供了一个在社区内进行
社交和保持活跃的机会。请致电206.727.6262获取此计划。
METRO
44巴士线在第32大道西北的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主入口前停靠。访问他们的网站，了解他们的服务信息。 Metro酒店在Puget
Sound地区拥有200多条路线。许多巴士连接到Link轻轨，Sounder列车，Seattle Streetcars，King County Water Taxis和
Washington State Ferries。
志愿者运输
这项服务可通过声音世代志愿者运输计划获得。他们的400名志愿者团队使用自己的车辆提供安全，个性化的交通服务，让人们
来往于他们的预约和等待，直到他们准备回家。使用这项服务的老年人非常欣赏帮助之手和道德支持。请致电1.800.282.5815
联系该计划。
交通APPS项目协调员Kristina Webberley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中午12:00到12：3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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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地点：Harmony餐厅，Ballard NW高级中心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带上您的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电脑书午餐，向计划协调员Kristina提出问题，讨论技术问题，
并听取有关新技术的信息。参与者可以在参与时享用午餐，咖啡和/或茶。开始写下你的问题!

工艺品 (Arts & Crafts)
在我们的艺术和手工艺课程和小组中学习和练习基础到高级技术。您可以随时加入任何这些程序。一些材料和工具可供使用。
COLLAGE
星期三，上午9:00 - 10:00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丙烯画
星期三，下午1:00 – 4:00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珠宝集团
星期一，下午1:00 – 3:00 .........免费
针织组
本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下午2:30 - 下午4:30 ......... 免费
本月的第4个星期三，下午2:30 - 下午4:30 ......... 免费
绗缝时间
星期一，上午8:30 - 中午12:00 .........免费
摄影工作室摄影师保罗
星期三，下午2:00 - 5:00 .........免费
水彩绘画艺术家苏珊
星期二，上午10:00 - 中午12:00......... $ 15会员/ $ 18非会员

语言与音乐 (Language & Music)
通过语言和音乐与他人联系。学习语言和音乐已被证明可以改善记忆力和协调能力，减轻压力，并且很有趣。
法国导师玛丽莲开始
星期四，上午9:30至10:30 ......... $ 1会员/ $ 2非会员
9月27日星期四没有上课
会话法语讲师玛丽莲
星期四，上午10:30至11:00 .........免费
中级法语教练玛丽莲
周四，上午11:00 - 中午12:00 ......... $ 1会员/ $ 2非会员
巴黎剧院讲师玛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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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第4个星期四，下午1:30到3:30 ......... $ 2
ESL学习小组组长亨利
星期三，上午10:00 - 中午12:00 .........免费
9月5日回归
愈合鼓循环教练朱迪
星期三，上午11:00- 中午12:00 ......... $ 5会员/ $ 10非会员
MARKET STREET SINGERS
星期二，下午6点到晚上9点（唱歌晚上7点）.........免费

音乐剧班Seattle Repertory Theatre
星期三，下午1：00-2：00 .........免费
快来了！ - 检查剧院旅行和郊游旅行
夏威夷四弦琴和吉他一级：基础
星期四，上午9：00-9：45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尤克里里和吉他二级：沿着教练Jon玩
星期四，上午9:45至10:30 ......... $ 10会员/ $ 20非会员
身体素质 (Fitness Classes)

这些课程欢迎新参与者。请在二楼的接待处登记或致电206.297.0403。
BALANCE EXERCISES集团负责人玛丽
周一至周五，上午11:00至11:30 .........免费
现在每个工作日上午11:00提供30分钟。有趣的练习，以促进移动性，灵活性和平衡。欢迎所有级别的健身。
YOGA主席教练Leo
星期二，下午1：00-1：45 ......... $ 5会员/ $ 10非会员
星期四，下午1：00-1：45 ......... $ 5会员/ $ 10非会员
坐下时建立力量和灵活性。鞋子可以穿。椅子用于稳定性和平衡辅助。

加强健身教练Kajsa，Garriel和Chris
上午8:40课程：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每月25美元
上午9:45课程：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月25美元
上午10:50课程：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月25美元
下午3:30课程：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月25美元
经批准的Kaiser Permanente会员可免费获得资格。通过有氧运动锻炼身体，包括轻量举重。在二楼接待处注册登记。
GENTLE YOGA教练Leo
星期二，上午9:30 - 10:45 ......... $ 5会员/ $ 10非会员
星期四，上午9:30 - 10:45 ......... $ 5会员/ $ 10非会员
通过传统瑜伽姿势增强力量，平衡和灵活性。鞋子可以穿。带上瑜伽垫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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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A DANCE课程专业舞蹈家Marissa
星期三，下午6:00 – 7:00 ......... $ 5会员/ $ 10非会员

计划和服务
准备好用专业的草裙舞者移动你的脚并将臀部摆动成音乐。
PING PONG集团负责人鲍勃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下午1：00-3：00 .........免费
周二和周四，下午2:00 - 4:00 .........免费
各级欢迎。在友好的游戏中提高您的手眼协调能力并结识新朋友。在世界各地流行！
浅水健身社区合作伙伴Ballard Pool
星期一，上午11:15 – 11:55am ......... $ 4 老年人60岁
星期三，上午11点15分 - 11点55分......... $ 4 老年人60岁
星期五，上午11:15 - 11:55 ......... $ 4 老年人60岁
潜水健美操！拨打206.297.0403......... $ 4 老年人60岁
YOGA FOR ACTIVE SENIORS认证瑜伽教练Judy
星期四，中午12点至下午1点......... 5美元会员/ 10美元非会员
瑜伽可以增强你的核心，增加你的灵活性，力量，呼吸，能量和活力。需要瑜伽垫。
ZUMBA教练保莱特
周四，上午11:00 - 中午12:00 ......... $ 5会员/ $ 10非会员
舞蹈和健美操的结合与伟大的音乐。该课程增强了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性。跳舞你的方式，以更好的健身。在日常生活中享受更
多能量。
步行小组组长克里斯蒂娜
星期四，上午10:30至11:00 .........免费
加入Kristina，在Ballard Locks步行1英里。我们在书店见面，早上10:30出发，尽可能在半小时内到达。

旅行和娱乐 (Group Trips)
团体旅行规则
•报名参加二楼前台的旅行。
•当您报名参加旅行时，您必须支付5美元或更少的不可退还的旅行费。
•最终付款将在旅行前一周到期。最后的付款是旅行的费用减去5美元的押金。如果未支付最终款项，您将失去座位和押金。
•如果您在旅行开始前不到一周取消预订，除非您有医生的注意事项，否则您将无法获得退款。
•如果旅行取消，押金和付款将被退还。
•无法交换或交换存款，付款和退款。退房日期后退款。
CASINO TRIPS（L）车手Judy McBride
$ 10会员/ $ 20非会员
这些赌场提供了很多游戏选择。您可以尝试运气，与朋友共度时光，在屡获殊荣的餐厅享用美食。
周四，9月6日，上午8:45至下午4:30 .......图拉利普
周四，10月4日，上午8:45至下午4:30 .........风之天使
周四，11月1日，上午8:45至下午4:30 ......... Quil C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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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周四，12月6日，上午8:45至下午4:30 .......图拉利普
RED HAT EVENTS＆TRIPS车手Judy McBride
Ballard的Scarlette Belles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会，共进午餐。加入这个团队进行精彩的旅行和活动。
Eastlake Bar＆Grill（L）的欢乐时光
9月21日星期五，下午2:15（范叶）
$ 8会员/ $ 16非会员
北欧博物馆和Maggie's Bluff（M）
9月2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范叶）
$ 5会员/ $ 10非会员
在华盛顿湖（M）上划皮划艇
与Lifelong Recreation合作提供
$ 45会员/ $ 65非会员
9月5日星期三，上午9:00至下午2:30
进步的PICNIC（M）
与Lifelong Recreation合作提供
$ 20会员/ $ 40非会员
9月12日星期三上午9:30至下午4:00
摄影工作坊TRIPS（M）
$ 5会员/ $ 10非会员
9月26日星期三下午2:00
用相机拍摄西雅图场景。旅行计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举行。星期三下午1:30加入摄影组，获取旅行信息。
在SALMON BAY（L）的CHINNOK餐厅用餐
$ 5会员/ $ 10非会员
星期二，9月18日，下午4:30（范叶）下午5:15（晚餐）
位于Salmon Bay的Chinook是一家休闲的高能量海鲜餐厅，位于西雅图的渔民码头。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自1913年以来一直是北太
平洋捕鱼船队的基地，有700多艘商业渔船将其称为家园。晚餐需要额外的钱（建议20至35美元）。
PORT GAMBLE（H）车手Judy McBride
$ 25会员/ $ 50非会员
正在进行的安排：10月15日星期一，上午8:30至下午4:30
探索美妙的Port Gamble小镇，在装饰精美的Mrs Muir's House：Tearoom＆Gift Shop享用午餐，悠闲地漫步于美丽的房屋和水
景，并在Port Gamble General Store，Quilted Strait，Artful Ewe购物。和Tango Zulu进口。带钱吃午饭和购物。
在ROMANO'S MACARONI GRILL（L）司机Judy用餐
$ 5会员/ $ 10非会员
10月16日星期二下午4:00（范叶）下午5:15（晚餐）
随意优雅的意大利餐厅供应手工制作的意大利面，主菜和多样化的葡萄酒单。加入我们的意大利经典菜肴，采用意大利进口原料制
成晚餐需要额外的钱（建议20至35美元）。
FORT NISQUALLY LIVING HISTORY MUSEU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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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 25会员/ $ 50非会员
正在进行的安排：周二，10月23日，上午8:30至下午4:30
探索Puget Sound皮草贸易的女性化一面。欢迎那些对女性历史感兴趣的人了解19世纪中叶生活在尼斯奎利堡的女性的日常生活和
关注。您的导游将在旅游商店与您见面。她将穿着19世纪中期的服装，带领你参观。 这次旅行通过各种班级堡女性的个人故事，
重点关注女性的观点。 （导游：1.5小时）在Duke's Seafood and Chowder House享用午餐，享用美味的市场新鲜海鲜，草地汉
堡和美味的鸡尾酒，在美丽的海滨，在Commencement Bay的历史地标旁边。

俱乐部和团体 (Clubs & Groups)
加入我们，共同探索，讨论和相互学习。欢迎所有询问和开放的思想。几乎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免费的，欢迎闯入。全部关于故事
是预约，请在二楼服务台或致电206.297.0403注册。
ABLE：AGING BALLARD LESBIAN EXCHANGE领袖露丝
第二个星期天（拼车电影郊游）.........免费
第四个星期四，中午12:00（午餐）......... 4美元建议捐款
第四个星期四，下午1:00（会议）.........免费
检查A.B.L.E Potluck＆Trips的团体旅行
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正在接待由Puget Sound Old Lesbians Organizing for Change（PSOLOC）赞助的老年女同性恋者A.B.L.E。
该小组的目的是相互联系，社交和支持。如果您想参加A.B.L.E，请到Ballard NW高级中心享用午餐。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欢迎并
感谢所有人。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206)295-5855联系Ruth Emily Vogel。
圣经研究领袖金
星期一，上午10:00到11:00 .........免费
我们有一位新的圣经学习小组组长。请加入Kim并加入一个非常棒的小组，他们互相探索，讨论和相互学习。充满活力和关怀的氛
围。快来试试这个小组，获得有意义的体验。
BOOK CLUB
第1个星期四，下午1：00-2：00 .........免费
这个有趣而专注的书虫团每个月都会见面。该小组的成员将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选择，阅读和讨论书籍。
BOOK MOVERS GROUP
星期四，上午10:00到11:00 .........免费
书店领导者定期会面，讨论新书，书籍组织以及书店内发生的一切。这个小组仅限预约。必须注册才能加入。
当前事件组
星期四，上午10:00到11:00 .........免费
讨论当前和最近的全球事件。该小组决定主题以及讨论将如何运行。欢迎所有询问和开放的思想。我们鼓励您携带报纸和杂志上
的最新文章来加强讨论
关于这个故事的所有内容已发表作者盖尔
第二个星期三，下午1：00-2：30 .........免费
第四个星期三，下午1：00-2：30 .........免费
这个小组仅限预约。必须注册才能加入。
MEMOIR WRITING
星期五，下午1:30

-

2:3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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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男子早餐俱乐部领袖Al Hovland
9月29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0:00 ......... 3美元
10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0:00 ......... 3美元
11月30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0:00 ......... 3美元
所有男士都被邀请并被鼓励参加这个“男士专用”早餐。享用酪乳煎饼，炒鸡蛋，培根，时令水果和饮料。饮料包括：橙汁，咖啡
和茶。
太平洋NW明信片俱乐部
第1个星期日，上午10:00至下午2:00 .........免费/ 18美元会员资格
太平洋西北地区明信片俱乐部成立于1980年，在巴拉德西北高级中心设有新家。这个小组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开会。如果您对
明信片感到好奇并享用葡萄酒，请查看。第一次免费会议后，需要18美元的会员资格。
RED HAT GROUP红帽女王朱迪
第一个星期一，中午12:00（午餐）......... 4美元建议捐款
第一个星期一，下午1:00（会议）.........免费
检查红帽欢乐时光和旅行团体旅行
西雅图PRIME TIMERS领导人Gregry
第二个星期四，下午2：00-4：00 .........免费
现在是男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崇拜者进行社交和打牌的时候了。我们将玩纸牌游戏Hearts。我们也玩其他游戏。不知道怎么玩纸牌游
戏？我们会教你。加入这个有趣的小组。
WEDNESDAY NIGHT BINGO
星期三，下午4:30（欢乐时光）.........范围：$ 1- $ 5
星期三，下午5:00（晚餐）......... $ 7
星期三，下午6:30（宾果）......... 6.50美元买入
WISDOM CIRCLE
第3个星期四，下午1：00-2：00 .........免费
我们的智慧圈让我们有机会探索，理解和分享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谈论和倾听与老化和角色变化相关的主题来分享和相互学
习。除了期待增加安全和受人尊敬的地方外，我们还会讲述生活，快乐，感恩。随着我们成长为高级学生，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WEDNESDAY MOVIE GROUP
地点：董事会会议室
星期三，下午6点.........每部电影2美元
这个有趣的小组在周三晚餐后见面。每个观看的人都会对所选的下一部电影进行投票。每周三我们在大屏幕智能电视上播放一部新
电影。我们的剧院包括非常舒适的椅子，精选座椅和免费热爆米花！
好莱坞电影
地点：和谐餐厅每部电影1美元
星期四，下午1点.........每部电影2美元
来享受经典电影，结识一些新朋友。这个小组对未来电影的建议持开放态度，观看的每个人都对所选电影进行投票。

游戏和卡片 (Cards &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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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每周与新老朋友一起玩扑克牌和游戏。欢迎您参加其他任何团体活动。如需规划，请提前注册Rainbow Bingo，因为空间有限。
拼图表
星期一，上午8:30至下午4:30 .........免费
星期二，上午8:30至下午4:30 .........免费
星期三，上午8:30至下午4:30 .........免费
星期四，上午8:30至下午4:30 .........免费
星期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免费
整合拼图游戏的行为对大脑非常有益。它有助于手眼协调，建立视觉感知技能，并鼓励解决问题的技能。拼图由一个人启动，由多
人工作，由其他人完成。目前的速度每天约为1000件拼图。该团体欢迎捐赠新的（完整的）500至1,500件拼图。在书店捐款箱捐赠
谜题。
芝加哥大桥
星期一，下午12:30至4:30 ......... $ 1
芝加哥，也被称为四交桥和短桥，是一种契约桥梁和橡胶桥的变体形式，其中一组或多组四个交易被播放和评分。
纸牌
星期二，上午9:30至11:30 .........免费
Cribbage，或婴儿床，是一种起源于英格兰的纸牌游戏，传统上是两个玩家，但通常玩三个，四个或更多，包括组合获得积分的牌
和分组。它以顺时针方向用52张法式牌卡进行约15-30分钟，需要策略，战术和计数技巧。
皮诺奇勒
星期二，上午8:30 - 中午12:00.........免费
星期三，上午8:30 - 中午12:00.........免费
Pinochle或binocle是一款特技扑克牌游戏，通常适用于两到四名玩家，并使用48张卡牌。它源于纸牌游戏bezique。
Rummbikub
第二个星期三，下午6:00 - 晚上8:00 .........免费
Rummikub是一款基于磁贴的游戏，适用于两到四名玩家，结合了纸牌游戏拉米和麻将的元素。游戏中有104个数字牌，还有两个玩
家。玩家最初有14或16个瓷砖，然后轮流将瓷砖从他们的机架中放入至少三个的套件中，如果他们无法玩，则画一个瓷砖。最小玩
家3.最大玩家8。
宾果集团领导人Genavon
星期三，下午6:30至晚上8:30 ......... $ 6.50买入
宾果，对你的大脑和口袋书有好处。加入这个有趣的社区团体，不仅每周都会玩宾果游戏，还有聚餐和庆祝生日。你找不到更友好
的团体。
星期三桥
第1和第3个星期三，下午12:30至4:30 ......... $ 1
心理体操的好处和乐趣。 ... Bridge的错综复杂使得那些想要通过心理体操提高敏锐度的人特别有吸引力。该群体正在增长，请
致电206.297.0403进行注册。
游戏集团
星期五，下午12:30至4:3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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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服务
加入这个友好的团队，获得一张纸牌。他们每周在12点吃午餐，然后在12点30分打牌。他们很有竞争力，很乐于教学，他们喜欢包
括新球员。
橡胶桥
星期一，下午12:30至4:30 .........免费
合同桥，或简称桥，是一个使用标准52卡牌的骗局纸牌游戏。在其基本格式中，由两个竞争伙伴关系中的四个参与者共同演奏，合
作伙伴围坐在一张桌子对面。
彩虹宾果
10月5日星期五，下午6点到晚上9点......... 15美元
宾果游戏的美好夜晚，美味的食物，娱乐，娱乐以及支持您的中心的方式。 Sylvia O'Stayformore或姨妈Betty Malone将主持这
个热闹的彩虹宾果之夜。多么美好的一夜。餐饮服务时间为下午6点，娱乐和宾果游戏时间为晚上7点至晚上9点。主题篮和礼品券
等待我们的获奖者。门票价格为15美元或门票20美元。单独定价的食品和饮料。在这里购买门票
乱涂
星期一，下午1:00 - 2:30 .........免费
拼字游戏是一种文字游戏，其中两到四名玩家通过将带有单个字母的拼贴块放置在分成15×15网格的正方形的板上来得分。拼贴必
须形成单词，以填字游戏的方式，从行向左或向下按行读取，并包含在标准词典或词典中。
Nifty Thrifty书店 (Bookstore)
星期一，上午8:30至下午4:30
星期二，上午8:30至下午4:30
星期三，上午8:30至晚上8:00
星期四，上午8:30至下午4:30
星期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书籍按类别排序。书籍的收集定期更换。您可以用英语和其他语言捐赠书籍。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提供多种语言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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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职位空缺
志愿者 志愿者是中心的生命之源。我们为很多人服务，
志愿者非凡，敬业，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任何想要
做志愿者的人都有工作。提供培训，每天都要感谢志愿
者。无论您是一年一天，每周一次，每天一次还是一次
活动，请告诉我们。如果您有兴趣，我们会与您匹配。
谢谢！志愿者不仅帮助您的中心，而且对您有益。志愿
者更快乐，更有价值，更健康。试试我们，你会喜欢它
并且是一个积极的区别。
接待员
1天/周 - 4小时轮班
替代位置也可用 - 4小时轮班 我们正在寻找4名志愿者
接待员立即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是一个有趣，快节奏的
位置，您可以通过电话和亲自问候人们，回答有关我们
课程的问题，并为课程注册人员。提供培训。选择每周
早上或下午班。 （例如：周四下午12:30至下午
4:30）。
社区餐饮助理
1天/周 - 2至4小时轮班
替代位置也可用 - 4小时轮班 我们的社区餐饮计划每年
提供10,000多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美味节目。提供培
训。您必须有食物处理卡，但如果您还没有，我们可以
帮助您参加测试。
计划助理
1天/周 - 1至4小时轮班
学习志愿者！与计划协调员克里斯蒂娜合作，帮助在早
上准备教室，并维护办公用品，表格和登记表。您可以
学习如何创建传单，处理新闻通讯，更新在线广告以及
进行数据输入。您可以深入了解装饰和活动策划。您可
以设计出完美的志愿者工作！
邻居志愿者
2天/月 - 1至4小时班
次 也许你想帮助一个孤立或孤独的大四。这是一个提供
友谊和帮助的独特而有意义的机会。访问一个短期或长
期孤立的人。该计划提供了帮助和陪伴的机会。我们将
Neighborhood Ties志愿者与每个老年人的需求和每个志
愿者的优势相匹配。培训由我们的社会工作者Carleen提
供。

俏皮的 节俭 书店助理
1天/周 - 1至4小时轮班
加入书店主席Mary分拣和搁置精彩的书籍，电影和音
乐。我们的书店是喜欢聊天和阅读的人们聚会的好地
方。加入乐趣！
早晨咖啡厅助理
1天/周 - 1小时轮班
早上9点开始帮助获取咖啡，以及热茶和冰茶，并享受品
尝测试。了解如何制作最好的糕点和新鲜小吃，供人们
每天享用。这个职位从上午8:30到9:30

摄影联合主管
1天/周 - 1小时轮班
小组组长保罗正在寻找一个热爱相机和摄影的人，每周
都会和他一起领导摄影小组。这是一个有趣的团体，在
中心聚会，每月进行当地郊游。
园艺
1天/周 - 1小时轮班
你喜欢花草吗？花园和场地主席史蒂夫希望有人在今年
夏天加入他的团队，帮助浇灌中心周围的鲜花。提供用

品。今年夏天，请帮助我们保持这些美丽的植物活力。
旅行司机
1-2天/月 - 2-8小时班
在西雅图及周边地区享受令人兴奋的郊游，参观博物
馆，节日，赌场，餐厅，剧院等。旅行司机在旅行前30
分钟到达，在中心书店与4-12名老年人会面，然后驾驶
中心货车前往旅行地点。在旅行期间，司机将带领旅行
参加者并协助检查和与导游会面。然后，旅行司机将所
有人送回中心。所有旅行司机必须填写志愿者表格，提
交驾驶报告，与工作人员通过驾驶考试并通过CDL实体
（中心将支付此费用），并参加为期两天的AARP驾驶员
安全课程（中心将支付为了这）。在开车旅行时，旅行
司机将获得最高10美元的午餐/ 15美元的晚餐报销，该
中心将支付他们的旅行入场费。
注册：
第1步：安排志愿者培训和面包车培训。通常1小时来覆
盖两者。
第2步：向我提交驾驶报告的副本。您可以在DMV上获得
此信息，通常需要1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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