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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地址﹕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康樓側)    
 電話：2702 3116     傳真：2702 3196     網頁：www.agcfac.org.hk 

 

報告及通告 
 

各位會員及家長： 
 
茲因以下日子： 

一月一日（星期六）為元旦、 

二月一日至二月六日（星期二至六）為農曆新年年初一至年初

六，本中心將會暫停開放及將沒有課餘研習班、興趣班及小

組。本中心將於二月七日 (初七) 照常服務。 
 
而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一）為年廿九，本中心將於下午四時三

十分會暫停開放及將沒有課餘研習班。 

 

敬請各位會員及家長留意，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本中心 示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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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主題﹕溫馨快樂家 
   愛中攜手‧跨勝逆境‧共創和諧 (仁愛、忍耐、和平) 
   在家中存著互愛，彼此同心，就能與逆境共舞，甚至有力量跨勝逆境，在困難中 
   共創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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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服務宣言 
「我們推行社會服務：見證基督大愛，關顧全人需要；實踐基督使命，廣傳得救福音。」 
 
中心簡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成立於一九九四年，透過幼兒教育及社會關懷來服務社群。於二零零六年成
立本中心，以維繫和加強家庭的凝聚力、促進家庭和諧、協助個人和家庭預防和處理問題，藉此切實
關懷和服侍鄰舍。 
 
中心服務目標 
 強化及發展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提供家長支援服務； 
 為少年人提供制服團體的全面訓練，建立良好的人格； 
 為不同年齡的群體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以助培育個人的發展及成長。 
 
服務對象 
本中心主要服務將軍澳坑口及鄰近社區內之家庭。 
 
服務內容 
 家庭生活教育、講座及課程 
 親職資源借用服務 
 輔導諮詢服務 
 轉介服務 
 組織鄰舍關顧服務 
 義工培訓 

 家庭文娛康樂活動 
 興趣班及小組活動 
 功課輔導 
 課餘託管服務 
 基督少年軍 
 信仰活動 

 
會員制度 
會員類別  
普通會員：個別申請成為會員，年費 $ 30。 

家庭會員：兩名或以上直系家屬成員申請成為會員，年費 $ 60。 

續證普通會員：由屆滿日期起一個月內，前往本中心續證，年費為 $ 20。 

續證家庭會員：由屆滿日期起一個月內，前往本中心續證，年費為 $ 40。 
 
入會手續 
請親臨本中心填妥申請表格後即可成為會員。 

會員福利  
本中心之會員，可享有下列的福利： 
- 以會員優惠價報名參加本中心之活動。 

- 免費參加每季舉辦一次的會員活動。 

- 免費借用中心報張、書籍、影音物品及玩具等。 

- 免費使用乒乓球桌及康樂棋等康樂用品。 

- 免費使用電腦及上網設備。 

- 購買物品優惠* 

- 特定商店優惠* 

*詳情請參閱 P.7 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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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須知  
1. 個別課程或活動提供綜援會員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請於報名時帶備有效之會員證及已填妥之報名表格辦理報名手續。 
3. 請於報名時帶備足夠之報名費用(現金或支票)，若有遺漏，恕不另作留位。(恕不收取一千元紙幣) 
4. 除本中心取消或更改課程或活動之日期或地點外，所有課程及活動一經報名後，參加者不得轉讓

予他人或要求退還已繳交之費用。 
5. 如課程或活動報名人數不足，本中心有權取消該課程或活動。凡已報名的參加者請於通知退款兩

星期內帶備收據往本中心辦理退款手續。 
6. 活動內容如有更改，以本中心所作之公佈為準。 
7. 參加者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只用作活動聯絡之用途，在未取得參加者之同意下，本中心不會向任何

人士透露或提供上述有關個人資料。 
8. 若想查詢各項課程或活動之詳細內容，請致電 2702 3116 或親臨本中心與職員聯絡。 
9. 請各參加者保留所有收據至課程或活動完畢。 
10. 本中心保留刪改以上須知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活動參加者須知 
1. 除課堂及活動之舉行時間有所更改外，請按照課堂及活動之舉行時間準時出席，逾時不候。 
2. 參加者如因事未能出席課堂或活動，請儘早與本中心職員聯絡。恕不另行補堂，本中心亦不會退還

該堂之費用。 
3. 本中心保留更改舉辦課堂及活動之時間及地點之權利。 
 
強風訊號及暴雨警告下之應變措施 

訊號 / 警告 中心開放安排 中心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Х 

若活動進行中，會即時取消。 

八號或以上風球 Х 

Х 
 若活動進行中，會即時結束。 
 開始前兩小時仍懸掛，將會暫停。 
 開始前兩小時除下，會照常舉行。 

Х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Х 

若活動進行中，會即時取消。 

黑色暴雨警告 Х 

Х 
 若活動進行中，會即時結束。 
 開始前兩小時仍懸掛，將會暫停。 
 開始前兩小時除下，會照常舉行。 

Х 
 

 
活動更改或取消 
1. 凡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暫停之功課指導班、課餘研習班及課餘託管班，本中心不設補堂及退款。 
2. 凡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暫停之興趣班，本中心將延期舉行或安排退款。退款將扣除一切必需之行

政支出，餘款將全數退回參加者。 
3. 凡因颱風或暴雨影響而暫停之大型活動，本中心會盡可能另行安排舉行日期。惟若活動未能另作

安排時，本中心將扣除已支付之訂金，餘款退還參加者，並盡快通知退款安排。 
4. 本中心不接受參加者因私人理由或與其他活動撞期而無法出席活動之退款及補課申請。 
5. 以上各項措施及安排，恕不另行再作通知。 
6.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02 3116 與本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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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進 (進 sir) 
社工 

梁曉妍 (梁 Miss) 
活動幹事 

李天佑 (李 sir) 
活動幹事 

同工介紹 

蔡皓生 (蔡 sir) 
社工 

曾凱英 (Miss Tsang)  區麗珠 (Miss Au) 張鳳珍 (Miss Cheung) 
同創 SP 功課指導班導師 

蘇世恩 (蘇姑娘)  
中心主任 

姚昭華 (姚姑娘) 
義務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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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加入合作伙伴行列 
本中心舉辦之課程及活動多元化，本著創新求變的精神，我們一方面力求保持課程及活動的質素，同

時亦積極地發掘及開辦新課程及活動。 

現歡迎各界專業導師或團體提供個人履歷 / 機構介紹，及有意任教之課程或活動簡介，遞交資料至中

心主任，註明「應徵導師或機構合辦課程/活動」： 

1. 電郵至 agcfac.cic@ess.org.hk 或 

2. 郵寄至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 (德康樓側) 

義工招募 
不要埋沒你的才能，善用你的才藝幫助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士。社區需要你！如你擁有特別技能，例如： 

1. 補習經驗 

2. 手作達人 

3. 懂得雜耍 / 魔術 / 跳舞等技能 

擁有其他技能人士，只要你深信你的一技之長，你亦能幫助他人。歡迎與我們聯絡。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蘇世恩姑娘 

會員優惠 
店舖名稱 優惠內容 

盈健醫務中心 

將軍澳區內盈健醫務中心：海悅豪園商場、新都城 2 期、將軍

澳站、坑口站、調景嶺站 

普通科門診$330 / 3 日及兒科$370 / 3 日 

只包基本藥物及診金 (8:00p.m.後不設優惠)  

*詳情可向診所查詢。 

大眾電腦維修中心 

地址：將軍澳培成路 8 號南豐廣場 B62 號鋪 

電話：3590 8800 / 6577 9097 

免檢查費$50   

千年店 

地址：將軍澳常寧路厚德邨 TKO Gateway 西翼一樓 W119 號舖 

電話：2670 0201 

買滿正價貨品$50 有 9 折優惠 

以上店舖保留隨時修改優惠之權利。 

免費借用電腦及上網服務 
本中心有效之會員可免費借用本中心之電腦，每節 30 分鐘。 

日期 時間 

星期二及三 10:00 a.m. - 12:30 p.m. 

星期四至五 7:30 p.m. - 9:30 p.m. 

                           借用前請向本中心查詢電腦室上課情況 

推廣社區圖書館伙伴計劃 
歡迎本中心會員及公眾人士於中心開放時間內可免費借用書籍及影音光碟。 

免費借用乒乓球設施 
本中心會員及公眾人士可免費借用本中心乒乓球設施。詳情請向本中心查詢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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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優惠計劃 
本中心已成為以下計劃審核中心： 

低收入家庭煤氣費優惠計劃 
為合資格的低收入綜 

援家庭提供優惠，減 

輕經濟負擔。 

 

基層家庭學童上網服務優惠計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倡促進數碼共融， 

          讓基層學童有上網學習的機會。 

 

詳情請參閱各計劃單張。如需查詢或申請，敬請電話預約 2702 3116。 

負責職員﹕李嘉進社工、蔡皓生社工、蘇世恩主任 
 
CM06「有機上網」i．Plant 種籽師友計劃 
內容：由香港公益金贊助的有機上網 i．Plant 種籽師友計劃是配對大學生作為基層家庭

學生的友師，一起進行 stem、數碼創業、數碼公民等學習，並讓大學生關心基

層學生，一同成長。 

對象：大學生      職員：李嘉進社工 

現正招募友師協調計劃或中心其他活動，如有興趣請致電中心登記。 
 

專業義務輔導服務 
服務內容：透過面談，藉以紓緩服務對象的壓力或情緒；提升抗壓能力；改善親子、夫 

     婦關係；促進家庭和諧；更能愛惜自己、活得輕鬆自在。 

服務對象：有需要人士 

服務形式：中心面談 

服務時間：請與當值職員預約時間 

服務收費：每次$50 行政費 

輔導員資格：姚昭華姑娘——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輔導)碩士，並同時具有沙維 

      雅專業輔導證書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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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為本」遊戲治療輔導服務 

兒童遊戲治療簡介 
每位兒童都有獨特的個人情感、想法和渴望。雖然他們未懂得用語言來表達自己，但是
他們能夠透過遊戲過程表達不同情緒。通過遊戲治療的介入，輔導員可以從中傳遞關懷
及愛護，幫助兒童疏導糾結的負面情緒，並一起建立信任和有安全感的輔導關係。遊戲
治療有助兒童紓解情緒鬱結，強化心靈，建立個人自信心。 

服務目的 
透過「兒童為本」遊戲治療輔導協助兒童自由地表達內心世界，並釋放受壓抑的情緒，
使兒童在情緒及心理上有健康發展。遊戲治療輔導亦有助兒童提升自尊感及改善行為問
題。 

服務對象 
3-10 歲有情緒困擾的兒童 

服務內容及形式 
1. 收到申請表後，輔導員將聯繫家長進行首次面談評估，以具體了解兒童需要及家庭背

景。 
2. 確定服務適合兒童需要後，輔導員將安排兒童進行 4 節遊戲治療，每節為一對一的輔

導。每節遊戲治療 45-60 分鐘，每節家長諮詢 60 分鐘。 
3. 結束後，輔導員將約談家長進行諮詢，討論有關治療的目標和效果，以及家長可配合

的工作。 
4. 本中心不提供書面報告。 
5. 本中心會定期清潔所需玩具。 

服務收費 
1. 首次面談評估 (60 分鐘)： 

$100 (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 $300 (非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2. 每個療程費用 (4 節遊戲治療及 1 節家長諮詢)： 

$500 (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 $1,500 (非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3. 如服務使用者在 2 個月內未能完成 4 節遊戲治療及 1 節家長諮詢，已繳交之所有費

用不設退款安排。 
4. 如因情況需要而家長也同意加設服務節數，每節 45-60 分鐘的遊戲治療或 60 分鐘的

家長諮詢均收費$100 (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 $300 (非同創 SP 計劃之人士)。 
5. 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或全額津貼之受助人可申請限額資助，惟必須遞交證明

文件。 

輔導員資格 
蔡皓生 
註冊社工，於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課程完成社工培訓。並已完成由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兒
童為本遊戲治療」課程及「實習課程」，培訓達 65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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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SP 一詞常見於網上遊戲為 SP 值，常稱為 Skill Point 技能值 或 Spirit Point 精神力量 。計劃

為期兩年，鼓勵以正向的態度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家庭。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參加
者能學習不同技能，提升自信。同時透過家長小組、親子活動、義工服務及嘉年華，以強化家
庭力量，齊心面對成長挑戰。 

對象：K.1-F.3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及其家長  名   額：40 個家庭  (需進行甄選面試) 
時段：1/2022 至 12/2022       報名及查詢：請與蔡皓生社工聯絡 

 
 

 

 

 

對象 課程 對象 課程 

幼兒 
(4-6 歲) 

興趣班 
卡通黏土 

青少年 
(12-15 歲) 

應用學習 
DIY 網頁設計 

節奏樂 雜耍技藝 

啟導課程 
藝術治療 

啟導課程 
言語訓練 

感統訓練 讀寫訓練 

成長小組 
社交溝通小組 

成長小組 
預防沉迷網絡小組 

正向抗逆小組 
正向品格小組 

主題聚會 (每月一次，共 12 次) 
對象 課程 對象 活動 

兒童 
(6-11 歲) 

興趣班 
閃避球 家長 / 

監護人 
*鼓勵父母 
一同出席 

 

減壓興趣班 (6 堂) 
非洲鼓 身心靈課程 (6 堂) 

啟導課程 
減壓專注訓練 家長教育小組 (6 堂) 
音樂治療 互助小組(每 2 個月 1 次，共 6 次) 

成長小組 
團體訓練小組 講座 (每半年一次，共 2 次) 
動機提升小組 面談輔導 (可提供諮詢及轉介服務) 

功課指導 
- 上學期 
- 下學期 
- 暑期 

功課指導 及 
個別學習計劃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 3:30-6:00 

親子 
*鼓勵父母 
一同出席 

義工訓練兩節 
服務(一) 社區服務 4 次 
服務(二) 嘉年華義工 1 次 

遊戲治療 
(4-10 歲) 

4 節兒童個別治療
及 2 節家長諮詢 

旅行 (每年共 2 次) 

收費﹕家長   減壓興趣班    $150/6 堂 身心靈課程 $150/6 堂 小組 $20/6 堂 
   兒童或青少年 興趣班或應用學習 $200/8 堂 啟導課程  $200/8 堂 小組 $20/6 堂 
     功課指導    $600/每月 旅行   $50 /位    

支持機構：      撥款及監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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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創 SP 計劃幼兒及兒童活動 
FG01「傳情達意」 社交溝通訓練小組 
內容：透過小組遊戲、角色扮演、故事及談話分享活動，讓幼兒學習溝通、表達及與人合作的技巧， 
   並建立友善的相處態度。 
日期：22/1-12/3 (逢星期六)， (5/2 暫停)  
時間：第 1 組：上午 10:00-11:00；第 2 組：上午 11:15-12:15 
節數：共 7 節 (最後 1 節是親子堂)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 4-6 歲兒童   名額：每組 5 人      
費用：$20         負責人：蔡 SIR 
備註：如能同時報名「快樂從心開始」家長小組者可優先此活動 
 

FG01 兒童感統訓練 
內容：透過職業治療師指導，讓兒童嘗試各種不同有助手眼協調及動作控制的活動，從而提升大小肌 
   肉能力，增強溝通及學習動機，並促進兒童專注力的發展。 
日期：19/3-21/5 (逢星期六)，(2/4、16/4 暫停)  
時間：第 1 組：上午 10:00-11:00；第 2 組：上午 11:15-12:15 
節數：共 8 節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兒童(4-6 歲)   名額：每組 5 人      
費用：$200         負責人：蔡 SIR 
備註：如能同時報名「快樂從心開始」家長小組者可優先此活動 
 

FG01「自我好管家」執行技巧小組 
內容：透過不同類型的互動活動，包括遊戲，角色扮演，模擬生活訓練等提昇學童的自理能力、情緒 
   智商和抗逆力，讓他們具備自信、自管、自律的能力。 
日期：21/1-11/3 (逢星期五)，(4/2 暫停)  
時間：初小組：晚上 7:15-8:15；高小組：晚上 8:30-9:30 
節數：共 7 節 (最後 1 節為親子堂)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兒童(初小組及高小組) 名額：每組 10 人  
費用：$20         負責人：蔡 SIR 
 

FG01 兒童多感官書寫訓練 
內容：透過職業治療師指導，從不同感知遊戲、小肌及視覺感知活動，提升孩子的手指靈活性及協調 
   能力、執筆姿勢、線條控制能力、坐姿及視覺空間感，並提升學童對漢字的認識與興趣， 加強 
   他們的記憶和運用。 
日期：18/3-13/5 (逢星期五)，(15/4 暫停)  
時間：初小組：晚上 7:15-8:15；高小組：晚上 8:30-9:30 
節數：共 8 節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兒童(初小組及高小組) 名額：每組 10 人  
費用：$20         負責人：蔡 SIR 
備註：如能同時報名「手隨心動」藝術療癒家長班者可優先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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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創 SP 計劃青少年活動 
FG01 預防沉迷手機小組 
內容：透過不同的遊戲和模擬生活劇場，讓參加者鞏固正確使用網絡的原則，分辨不同的沉迷程度及 
   背後原因，並強化覺察自我優點、強項及興趣，從而誘發改變動機。 
日期：22/1-12/3 (逢星期六)，( 5/2 暫停) 
時間：下午 2:30-3:30 
節數：共 7 節 (最後 1 節為親子堂)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青少年(11-15 歲)  名額：10 人  
費用：$20         負責人：蔡 SIR 
 

FG01 Shall we talk 言語訓練 
內容：透過言語治療師指導，以不同訓練言語社交的主題活動，提升理解及表達能力，並矯正發音， 
   改善社交溝通技巧。 
日期：26/3-21/5 (逢星期六)，(16/4 暫停)  
時間：第 1 組：下午 2:30-3:30；第 2 組：下午 3:30-4:30 
節數：共 8 節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青少年(11-15 歲)  名額：每組 5 人      
費用：$200         負責人：蔡 SIR 
 

FG01 Teen 晴同學會 (恆常聚會) 
內容：青少年需要群體成長，本小組將透過不同類型的室內或戶外活動讓年青的小伙子投入參 
   與，並互相分享和交流。從中建立自信心及探索動機，發展友好的朋輩關係，學習共同 
   面對困難。 
日期：每月一次週六聚會，1-3 月聚會日期：22/1、26/2、26/3 
時間：下午 3:30-4:30  
對象：參與童創成長路計劃之青少年(F1-F3)  名額：不限     
費用：全免         負責人：蔡 SIR 
 

同創 SP 計劃親子活動 

FG01 新春樂融融 
內容：與長者透過賀年歌、遊戲等一起慶祝新春。 
日期：28/1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 
對象：同創親子義工家庭          
名額：10 個家庭  
費用：全免 
負責人：蔡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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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創 SP 計劃家長活動 

FG01「快樂從心開始」家長小組 
內容：每個人都希望開心快樂，但保持快樂的心境卻不容易。小組將以正向心理學提倡的「快樂 7 式」

為藍本，輔以有趣簡單的小玩意，引領家長們學習正向心理，從而創造出適合自己及親子間的
快樂方式，一起擁抱快樂的生活。 

對象：參與同創 SP 計劃之兒童(4-6 歲)之家長 
日期：26/3-14/5 (逢星期六)，(2/4、16/4 暫停)  
時間：第 1 組：上午 10:00-11:00 
第 2 組：上午 11:15-12:15 
節數：共 6 節  
名額：每組 5 人      
費用：$20 
導師：蔡 SIR 
備註：如能同時報名兒童感統訓練者可優先此活動 
 

FG01「手隨心動」藝術療癒家長班 
內容：透過多元化視藝的創意藝術媒介，讓家長在舒適和安全的空間中創作，探索個人的內在感受，

提升自我覺察的 能力，促進個人成長，提升身、心、靈健康。 
日期：25/3-6/5 (逢星期五) ，(15/4 暫停) 
節數：共 6 節 
時間：初小組：晚上 7:15-8:15 
高小組：晚上 8:30-9:30   
對象：參與計劃之兒童(6-11 歲)家長  
名額：每組 10 人   
費用：$150    
負責人：蔡 SIR 
備註：如能同時報名兒童多感官書寫訓練者可優先此活動 
 

FG01 芳療家長身心靈  
內容：透過香薰治療師指導，讓家長認識芳香療法的基本概念，並認識芳療精油的運用及安全使用方

式，讓家長們能夠輕易的應用，一起舒緩情緒，照顧心靈。 
日期：21/2-28/3 (逢星期一) 
節數：共 6 節 
時間：上午 11:00-12:00   
對象：參與計劃之青少年家長 
名額： 10 名家長   
費用： $150    
負責人：蔡 SIR 



大型活動/節日活動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星期 時  間 名額 
*最少繳交一個月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CI47 
新年紅扇 

裝飾品製作 

教授兒童利用利是封摺新年紅扇掛飾，以以增添節

日氣氛。同時可訓練孩子的耐性、專注力及提升孩

子的環保意識。負責人：梁 MISS 
小學生 

8/1/2022 及

15/1/2022(六) 

上午 10:30-

11:30 
8 

$80 / $130 / $40 

參加者請自備 

大小相近的利是封 20 個 

CM 

10 

新春聯歡會 

職員：梁 MISS 

讓參加者透過遊戲、故事及茶點等，來認識中秋節

的意義。 
4-6 歲 22/1 (星期六) 

上午 11:15- 

中午 12:00 
10 $30 / $80 / $15 

CM 

11 

歡歡喜喜賀新春 

職員：進 SIR 

讓參加者透過遊戲、故事及茶點等，來認識中秋節

的意義。 
7-12 歲 22/1 (星期六) 

中午 12:00- 

12:45 
15 $30 / $80 / $15 

CM 

12 
小小福爾摩斯 2.0 

想成為福爾摩斯並不是夢想。快來一同於短時間內

破奇案，考驗您的觀察力、分析與組織能力吧！ 

負責人：進 SIR、蘇姑娘 
小學生 7/2 (星期一) 

上午 11:00- 

下午 12:30 
12 

$30 / $80 / $30 

 

CM 

13 

RUNNING KIDS 參與 RUNNING MAN 並不是成人的專利，小孩也

可以齊來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快來參與及挑戰種種

的團隊限時任務，並從中提升團隊合作、溝通與協

作、領導技巧、換位思考、幫助弱小、勇於承擔、

接受挫折吧！負責人：進 SIR、蘇姑娘 

8-12 歲 9/2 (星期三) 
上午 10:30- 

下午 12:30 
12 

 

 

 

$30 / $80 / $30 

CM 

14 
WILD 蛋捕捉兵團 

古惑的復活蛋偷偷地隱藏在神秘的國度，聰明你的

發揮無限智慧去捕捉它們吧！ 

負責人：進 SIR、蘇姑娘 

小學生 14/4 (星期四) 下午 2:15-3:00 12 $30 / $80 / $30 

MM  

03 
開開心心生日 Party 

以遊戲、茶點及贈送生日禮物等節目，為一至三月

份生日的會員慶祝。 4-6 歲 19/2 (星期六) 
上午 11:15- 

中午 12:00 
10 $10/ $60 /$10 

MM  

04 
生日 Party 有你份 7-12 歲 19/2 (星期六) 

中午 12:00- 

12:45 
15 $10/ $60 /$10 



幼兒課程 
歡迎自組興趣班，詳情請向中心協商。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星期 時  間 名額 
*最少繳交一個月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KI 

03 

唱玩英語字母 

拼音班 

(幼兒班) 

導師﹕葛亦琛 

導師會以日常生活作主題，如顏色、數目、方向，

再透過唱遊、填色、趣味活動、故事等活動，使小

朋友在開心快樂的氣氛下學習英語。 

導師簡介﹕資深國際音標導師 

4 – 6 歲 

(已認識

26 個英文

字母) 

逢星期六 

上午 11:15 - 

下午 12:15 
8 每堂 $55 / $70 / 不設綜援 

KI 

04A 

幼兒珠心算 

(親子班) 

導師﹕葛亦琛 

幼兒在家長陪伴下學習五珠算盤、十進制概念、基

本應用口訣及基本應用指法等。 

導師簡介﹕曾擔任珠心算協會導師十年 

4-5 歲幼

兒及家長 
逢星期六 

上午 9:15-10:15 
6 對

親子 

每堂 $65 / $80 / 不設綜援 

(新生﹕導師代購算盤$60 或

請自行購買) 

KI 03 及 KI 04A  凡報讀該班之新生，導師將會與家長在課前面談，以講解課程大綱和注意事項，好讓家長配合教學的要求，使學員得到較佳之學習。 

KI 

01 

幼兒綜合畫 
導師會教導學生嘗試使用不同的顏料和素材進行繪

畫，也會引導學生發揮其創意。 
4– 6 歲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 - 11:15 6 

每堂$80 / $95 / $40  

(導師代購材料$50) 

(只供一名綜援會員報名) 

KI 

02 
幼兒手工藝及 

黏土班 

培養幼兒對輕黏土及手工藝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思

考能力、訓練小肌肉及手眼協調。導師﹕李天佑 

4 – 6 歲 

 

 

逢星期六 

 

 
上午 11:15 - 12:15 8 

每堂 $65 / $80 / $35  

(只供一名綜援會員報名) 

包材料 

KI 

06 

幼兒乒乓球班 

導師﹕進 SIR 

培養幼兒對乒乓球運動之興趣，按參加者的程度教

授握拍法、基本發球及回球、比賽球例等。 

(需穿著運動服裝、自備水及毛巾) 

 

K3-P1 逢星期六 
上午 11:45 –  

中午 12:45 
8 每堂 $70 / $85 / $35  

KI 

07  
傳統鞭炮掛飾製作 

教授幼兒利用利是封製作傳統鞭炮掛飾，以增添節

日氣氛。同時可訓練孩子的耐性、專注力及提升孩

子的環保意識。 

4-6 歲 
7/2/2021 

星期一 
上午 11:00-12:00 8 

$50 /$100 /$25 

參加者請自備 

大小相近的利是封 20 個 

KG 

06 

「快樂小豆芽」兒童

正向社交情緒小組 

透過合作遊戲、繪本故事等，教導孩子日常的社交

及情緒表達，並增加其與人互動之動機，促進孩子

健康成長。負責人：進 SIR 

4-6 歲 

第 1 期：8/1-19/2 

(5/2 暫停)  

第 2 期：5/3-9/4 

每期 6 節(逢星期六) 

上午 10:00-11:00 6 每期$240 



兒童課程 
歡迎自組興趣班，詳情請向中心協商。 

編號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名額 
*最少繳交一個月/ 一期 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CI37 
兒童珠心算 

導師﹕葛亦琛 

導師教授五珠算盤、十進制概念、基本應用口訣

及基本應用指法等。 

導師簡介：資深珠心算協會導師 

5-7 歲兒童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11:15 8 每堂 $70 / $85 / 不設綜援 

CI30A 奧數 A 課程旨在啟發孩子數學潛能，鞏固邏輯孩子思

考。透過圖像及文字題，增強孩子數學知識及運

用技巧，解決常見數學難題，增強解題信心。

(本課程與國際兒童教育合辦) 

小一至小二 

逢星期四 

下午 3:20-4:20 10 每堂$70 / $85 / 不設綜援 

CI30B 奧數 B 小三至小四 下午 4:20-5:20 10 每堂$75 / $90 / 不設綜援 

CI30C 奧數 C 小五至小六 下午 5:20-6:20 10 每堂$80 / $95 / 不設綜援 

CI38 

英語音標 

拼音班 

導師﹕葛亦琛 

導師會以日常生活作主題，如顏色、數目、方

向，再透過唱遊、填色、趣味活動、故事等活

動，使小朋友在開心快樂的氣氛下學習英語。 

導師簡介﹕資深國際音標導師 

6-8 歲 

逢星期六 

中午 12:15-下午 1:15 8 每堂 $85 / $100  / 不設綜援 

CI42 英語科學家(初小)  透過科學製作及實驗，以英語討論及學習以科學

的角度去處理事物及解決問題。課程全英語授

課。(本課程與莎士比亞學習中心合辦) 

小一至小三 
逢星期二 

下午 3:30-4:45 15 每堂$120 / $135  / 不設綜援 

CI43 英語科學家(高小) 小四至小六 下午 5:00-6:15 15 每堂$120 / $135 / 不設綜援 

CI01 
兒童乒乓球 

導師﹕李 Sir 

教授各種正、反手攻球、側旋發球及回球、近中

遠枱對應處理及策略性打法等技巧。(需穿著運

動服裝、自備球拍、水及毛巾)  
小學至初中 逢星期六 

上午 10:15-11:45 
8 

每堂 $75 / $90 / $40 

(只供一名綜援會員報名) 

CI39 
兒童輕黏土班 

導師﹕李 Sir 

培養兒童對輕黏土及手工藝的興趣，啟發他們的

創作能力。 
6 – 12 歲 逢星期六 中午 12:15-下午 1:15 8 

每堂 $65 / $80 / $35 (包材料) 

(只供一名綜援會員報名) 

CI41 
兒童中國畫班 

導師﹕Miss Lam 

讓小朋友初步認識中國顏料，嘗試調色及體會水

與顏料的奇妙變化，學習用毛筆鈎畫線條及上

色，培養觀察力、專注力及信心。 
小一至小六 逢星期六 上午 11:15-中午 12:15 5 

每堂 $80 / $95 / 不設綜援 

(導師代購畫筆及顏料$50) 

CI48 
氣球繽 FUN 樂體

驗 

齊來用氣球扭出小狗、劍、花等不同造型，歡渡

假期吧。負責人：梁 MISS、蘇姑娘 
8-12 歲兒童 

8/2/2022  

星期二 
下午 2:00-3:00 12 $20 / $75 / $20 

CG 

05 
悅讀悅識寫 

透過不同活動及練習，如字型結構、形音義等加

深小朋友對文字的理解，語文能力得以提升。 

負責人：進 SIR、蔡 SIR 

小一至小二 14/2 - 4/4 (逢星期一) 

下午 2:15-3:00 6 

$480 / $530 /不設綜援 

小三至小四 16/2 - 6/4 (逢星期三) $480 / $530 /不設綜援 

小五至小六 18/2 – 8/4 (逢星期五) $480 / $530 /不設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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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課 餘 研 習 班 
課程內容：以小組形式來指導學生完成功課作業及解答功課上的疑難；協助學生溫習課本，作好預 
     備以應付默書、測驗和考試，並提供課外補充練習。  

課程編號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 最少繳交一個月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0BTP01A1 

3:30 - 4:50 p.m. 

一至五 

小一至小三 

6 

每堂  $45 / $50 / $23 
TP01A2 一、三、五 每堂  $50 / $55/ $25 
TP01A3 二、四 每堂  $55 / $60 / $28 
TP01A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90 / $95 / $45  
TP01B1 

5:00 - 6:20 p.m. 

一至五 

6 

每堂  $45 / $50 / $23 
TP01B2 一、三、五 每堂  $50 / $55/ $25 
TP01B3 二、四 每堂  $55 / $60 / $28 
TP01B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90 / $95 / $45 

TP02A1 

3:30 - 4:50 p.m. 

一至五 

小四至小六 

6 

每堂  $50 / $55/ $25 
TP02A2 一、三、五 每堂  $55 / $60 / $28 
TP02A3 二、四 每堂  $60 / $65 / $30  
TP02A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00/ $105 / $50  
TP02B1 

5:00 - 6:20 p.m. 

一至五 

6 

每堂  $50 / $55/ $25 
TP02B2 一、三、五 每堂  $55 / $60 / $28 
TP02B3 二、四 每堂  $60 / $65 / $30  
TP02B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00/ $105 / $50 

 

小 學 課 餘 託 管 班 
課程內容： 
1. 為有需要的區內學生提供妥善的課餘託管服務，令其父母能安心工作。 
2. 以小組形式來指導學生完成功課作業及解答功課上的疑難； 協助學生溫習課本， 作好預備以應
付默書、測驗和考試， 並提供課外補充練習。 

課程編號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 最少繳交一個月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P01C1 

3:30 - 6:20 p.m. 

一至五 

小一至小三 6 

每堂  $75 / $125 / $40 

TP01C2 一、三、五 每堂  $80 / $130 / $40 

TP01C3 二、四 每堂  $85 / $135 / $45  

TP01C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50 / $200 / $75  

TP02C1 

3:30 - 6:20 p.m. 

一至五 

小四至小六 6 

每堂  $80 / $130 / $40 

TP02C2 一、三、五 每堂  $85 / $135/ $45  

TP02C3 二、四 每堂  $90 / $140 / $45  

TP02C4 自選堂數 (最少三堂) 每堂  $160 / $210 / $80  

備註：1)敬請月尾繳交下一期費用。同時，繳交課程費用後，上課日期不可以更改，敬請留意。 
   2)每班只供兩名綜援會員報名 
   3)疫情期間或會有時間上的調整，詳情請向本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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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學 英 文 及 數 學 加 強 班 

 

內容：提高及鞏固學生英文及數學基礎，來適應學校課程。 
形式：小組輔導 
備註：(1) 導師將因應學生程度，隨時會調往適合程度的班別。 
   (2) 繳交課程費用後，上課日期不可以更改，敬請留意。 

編號 對象 導師 日期 時間 名額 
每月費用以星期計算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P03 
小一至小二 
程度學生 

李天佑 
十月開始 

 
逢星期六 

下午 3:00– 4:30 8 每堂$80 / $130 / $40 

TP04 
小三至小四 
程度學生 

梁曉妍 下午 4:00 – 5:30 8 每堂$80 / $130 / $40 

TP05 
小五至小六 
程度學生 

梁曉妍 下午 2:15– 3:45 8 每堂$80 / $130 / $40 

 

青少年活動 
中 學 課 餘 研 習 班 

目的：幫助學生解決功課及學習上的難題。 

形式：主要以小組指導形式進行。 

課程編號 內容  時間 星期  對象  名額 
* 最少繳交一個月費用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TS01A1 
中文、英文、 
數學、中史、 
通識及綜合 
科學 

下午 
4:50-6:20 

一至五 

中一至 
中三 
學生 

10 

每堂 $65 / $70 / $33 

TS01A2 
一、三、五  

(每星期三堂) 
每堂 $70 / $75 / $35 

TS01A3 
二、四  

(每星期兩堂) 
每堂 $75 / $80 / $38 

TS01A4 自選堂數 每堂 $80 / $85 / $40 

TS 02 
初中英文及 
數學加強班 

下午
4:00-5:30 

逢星期六 
中一至
中三 

8 每堂 $ 110 / $ 160 / $55 

每班只供兩名綜援會員報名 

 
YG01  TEEN POWER   (恆常小組) 
內容：透過不同閒暇活動，凝聚年青人，讓他們有健康的活動，滿足他們的「社交需要」。歡迎年青人 

參與的聚會，透過分享、Board Game 及活動體驗，建立健康朋輩凝聚力及正面的價值觀。 
日期：逢星期五 
時間：8:00 p.m. - 9:30 p.m. 
對象：中學生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職員：李嘉進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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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兒童及青年活動 
 

EG05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91 分隊（2020 年 10 月修訂） 
宗  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 

     成基督化的人格。 

內  容：步操、技能專章、聖經真理等。  

集隊時間：逢星期六下午３：００—５：００ 

地  點：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內 

對  象：幼級組—５至８歲（幼高至小三） 

          初級組—８至１２歲（小四至小六） 

中級組—１１至１８歲（中學生） 

名  額：２１名 

入 隊 費：＄１２０；綜援或書簿津貼人士：＄５０（須有文件証明） 

     （於正式接受報名後繳交。費用包括本分隊Ｔ恤，但不包括正式制服。） 

每月隊費：＄３０ 

     （每月經常活動開支費用。不包括特別活動，如旅行、營會等非經常活動之費用。） 

觀 察 期：從第一次集隊起，首三個月為觀察期。新隊員出席率達７５％或以上，將接納成為正式隊

員。新隊員於這期間穿著本分隊Ｔ恤集隊。 

報  名：１.遞交報名表方法： 

       ａ．放入本堂「崇拜回應表收集箱」 

       ｂ．親臨或郵寄至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厚德邨德富樓地下７號） 

       ｃ．傳真至２７０５ ９２３３ 

     ２.收到報名表後，本分隊將聯絡於３、６、９及１２月月尾面見（確實日期有待通知）。 

       經約見後，再個別通知報名是否被接納報名。 

截  止：每季接受報名一次，於３、６、９及１２月第三個星期六截止。 

查  詢：２７０２ ３８８６（梁姑娘）或電郵 mailto:boysbrigade_191@yahoo.com.hk  

備  註：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合辦 



 

20 

恆常成人及長者活動 
成人及長者活動(歡迎自組興趣班，詳情請向中心協商。) 

AM02 剪髮服務 
內容：在農曆新年前為長者提供免費剪髮服務。 
日期：1 月 18 日  (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本中心 
對象：60 歲或以上人士   名額：20 人  
費用：全免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備註：需預先登記 
 

AM03 新春樂融融 
內容：與小朋友一同透過賀年歌、遊戲等慶祝新春。 
日期：1 月 2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 15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本中心 
對象：長者            名額：20 人  
費用：$20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AG06 長者健康講座 之 睡眠健康 
內容：透過講座了解長期失眠的成因、影響及一些不適當的處理方法，以及

如何建立健康的睡眠習慣。 
日期：25/1/2022(星期二) 
時間：上午 10:00-11:00 
對象：長者      名額：40 人 
費用：全免 
講員：衛生署職員 
負責人：李嘉進社工 
備註：本講座與衛生署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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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01 厚恩粵曲會知音  (恆常課程) 

內容︰為成人及長者提供欣賞及學習中國傳統粵曲文化的機會。課堂會深入
淺出地讓參加者輕鬆地學習粵曲。包括：發聲方法、叮板、工尺譜、
丹田氣及各種曲牌的結構及樂理等。 

日期：3/3 - 5/5 (逢星期四)  每期：10 堂 
時間：上午 9:30 - 11:30  
對象：有興趣之成人   名額：30 人 
費用：$320 / $370 / $22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導師：湛潔雲、麥蓮英、麥煒嬋 

(觀華遊樂社導師)  
 

AI14 創意黏土班 
內容：教授製作不同的黏土作品，讓長者透過黏土製作訓練手部活動的靈活

性和激發創意。透過作品分享，促進與親友之間的互動。另外亦會安
排將學員的作品以實物或照片的形式展覽，增加個人成就感。 

日期：16/2-2/3（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30-11:30     堂數：3 堂 
對象：長者      名額：10 人 
費用：$60/ $110 / $60 (會員/非會員/綜援會員)  
導師：李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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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課程 

AI 17 「衣食住行」生活英語 
目的：以衣食住行為主題，讓學員從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的事物中學習英語，使學習 

   更輕鬆有趣，並提高學員使用英語之信心。 

內容：第一節：衣服篇(1)     第五節：住家篇(1) 

   第二節：衣服篇(2)     第六節：住家篇(1) 

   第三節：飲食篇(1)     第七節：出行篇(1) 

   第四節：飲食篇(2)     第八節：出行篇(2) 

日期：13/12/2021 - 21/2/2022 (逢星期一)，(27/12、3/1、31/1 暫停)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堂數：8 堂   導師：李天佑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AI19 Sing 聲雙識(英文生字班) 電影音樂篇 
內容：第一節：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 1956) 

   第二節：What is a youth? (Romeo and Juliet 1968) 

   第三節：Memories (Cats 1982)  

   第四節：Oh,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1990) 

   第五節：Only You (And You Alone) (GHOST 1990) 

   第六節：Un-Break My Heart (Final Analysis 1992)  

   第七節：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Evita 1996) 

   第八節：I Believe I Can Fly (Space Jam 1996)  

   第九節：How Do I Live (Con Air 1997) 

   第十節：The Call (Chronicles of Narnia: Prince Caspian 2008) 

   第十一節：A Thousand Years (The Twilight Saga: Breaking Dawn 2011) 

   第十二節：Never Enough (The Greatest Showman 2017) 

日期：7/3/2022 - 13/6/2022 (逢星期一) ，(18/4、2/5、9/5 暫停)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堂數：12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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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18 長者智能電話應用班 – 基礎篇(B) 
目的：隨著智能電話越來越普及，很多長者擁有個人的智能手機。為讓長者們能夠與 

   時並進用社交平台以獲取最新生活資訊及與外界保持聯繫，課程透過教授學員 

   使用智能電話的社交應用程式，讓學員了解如何從互聯網獲取更多實用的生活 

   資訊並與外界保持聯繫，同時提高對保護個人私隱的意識；期望藉此優化他們 

   的生活質素並提昇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內容：第一節：認識自己的裝置    第二節：認識你的手機基本設定 

   第三節：認識手機的操作    第四節：認識時鐘類型及行事曆 

   第五節：認識 GPS 及尋找路線   第六節：認識網上電視及影視程式 

   第七節：認識翻譯功能 

日期：15/12/2021 – 26/1/2022 (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1 時 15 分至下午 3 時 15 分 

堂數：7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AI20 智能電話應用班 – 社交篇(A) 
目的：隨著智能電話越來越普及，很多長者擁有個人的智能手機。為讓長者們能夠與 

   時並進用社交平台以獲取最新生活資訊及與外界保持聯繫，課程透過教授學員 

   使用智能電話的社交應用程式，讓學員了解如何從互聯網獲取更多實用的生活 

   資訊並與外界保持聯繫，同時提高對保護個人私隱的意識；期望藉此優化他們 

   的生活質素並提昇他們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內容：第一節：認識你的智能手機基本操作 第二節：認識檔案分享方法 

   第三節：認識 WhatsApp 的基本設定 第四節：認識 WhatsApp 的使用 (1) 

   第五節：認識 WhatsApp 的使用 (2) 第六節：認識保護智能手機 

   第七節：認識網上直播軟件的使用 

日期：3/3/2022 – 14/4/2022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1 時至下午 3 時 

堂數：7 堂          導師：梁曉妍 

費用：$40  名額：20 人  

對象：小六或以下、退休或非在職及 55 歲或以上人士 

備註：以上課程由勞工及福利局資助 



自在人生自學課程 

 
報名方法﹕請參考刊物 

課程名稱 內容 對象 日期 時間 堂數 名額 收費 

CBMP 

1005CT 

學習有方 

探討不同的學習方法，藉此提升你的學習效率及成

效；協助學員認識成人學習的特點，從而有效地運

用各種媒體進行學習；協助學員為自己擬定學習計

劃和模式，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李嘉進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1/3 - 13/6 

(逢星期一) 

(18/4、2/5 及

9/5 暫停)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80CT 

幼兒閱讀 

陳述創建家庭閱讀文化的重要性及有效方法；闡述

非故事類幼兒讀物的種類和價值，及使用時的注意

事項；闡述英語閱讀與學習英語的關係及進行英語

親子閱讀的技巧；解釋有關幼兒閱讀的常見問題。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蘇世恩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5/3 - 10/6 

(逢星期五) 

(15/4 及 3/6

暫停) 

10:00 a.m. - 12:30 p.m. 

10 15 $350 

CBMP 

1046CT 

照顧孩子的 

特殊多元 

學習需要 

辨識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的身心特徵和學習

需要；正確看待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積極

與有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孩子參與共融社區活動。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蘇世恩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2/3 - 31/5 

(逢星期二) 

(5/4 暫停) 

10:00 a.m. - 12:30 p.m. 

 

10 15 $350 

CBMP 

1037CT  

子女教育 

闡述如何處理子女情緒問題，以及協助子女應付逆

境和壓力的方法；概述如何協助子女選擇合適的升

學途徑及規劃其職業生涯； 與子女和孫兒女的相處

之道，並說明妥善處理彼此衝突的方法。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黃詠思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14CT 

與青少年 

溝通技巧 

針對一些流行文化和社會現象，說明與青少年溝通

的技巧；釋述一些問題青少年所表現的特徵，和產

生問題的原因；簡述與問題青少年溝通的輔導技巧。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蔡皓生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4/3 - 26/5 

(逢星期四) 

7:15 p.m. - 9:45 p.m. 

10 15 $350 

CBMP 

1015CT  

解開心結 

解釋個人心理及生理上出現困擾的原因，以及有效

處理困擾的方法；認識有關生活壓力的基本概念，

知道壓力的源頭；說出處理問題困擾的積極態度。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黃詠思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4/3 - 26/5 

(逢星期四) 

7:15 p.m. - 9:45 p.m. 

10 15 $350 

CBMP 

1068CT 

生命教育 

簡述設定人生目標及活出生命意義的具體方法；說

明面對痛苦和死亡的積極方法；說明如何建立快樂

以及培養正面情緒；闡述臨終前的準備和死後的安

排。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李嘉進社工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31CT 

輕鬆學電腦 

運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的基

本功能；指出保障個人私隱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及

方法；使用互聯網通訊和搜尋資料。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梁曉姸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3/3 - 25/5 

(逢星期三)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CBMP 

1064CT  

基礎數碼攝 

影及多媒體 

製作 

數碼相機的操作方式；運用基礎攝影理論，拍攝有

風格的照片；運用電腦軟件管理、編輯數碼相片；

上載影片到影片分享網站。 

課程分為 13 個單元。導師：梁曉姸姑娘 

有興趣之

人士 

26/3 - 4/6 

(逢星期六) 

(16/4 暫停) 

10:15 a.m. - 12:45 p.m. 

10 1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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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01 慧賢小組 
內 容：讓參加者透過分享、祈禱及查經等來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日 期：5/1、19/1、16/2、2/3 及 16/3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 
時 間：上午 9:30-11:30 
對 象：婦女      名 額：不限 
費 用：免費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EG 02 男士小組 
內 容：讓參加者透過分享、祈禱及查經等來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日 期：13/1、27/1、10/2、24/2、10/3 及 24/3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四) 
時 間：晚上 8:00-9:30 
對 象：男士      名 額：不限 
費 用：免費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EG 03 耆樂無窮 
目 的：讓長者有開心的學習和交誼的機會，並藉每次的活動，幫助長者建立一個身心、 
    靈健康快樂的生活。 
日 期：逢星期二 
時 間：上午 9:30-11:30 
對 象：60 歲以上人士      費用：全免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AG01 彩虹約會 ----癌症關懷同行小組 
目 的：透過講座、話題討論及分享等，為癌症病患者及家屬提供癌症和患者生活的知 
    識，從中建立彼此間的支持關係。小組亦會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讓癌症病患 
    者抒發情緒及壓力。 
內 容：講座、話題討論及分享等。 
日 期：每月第三個星期日 
時 間：下午 2:30 - 4:00 
對 象：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名 額：15 位癌症病人及其家屬 
費 用：全免 
負責人：陳家恩先生 
協辦單位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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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聚會歡迎您！ 

  

備註：尚有福音性查經班及其他靈命培育課程，歡迎致電查詢。 
地址：家庭活動中心：厚德邨德康樓側 (一層樓平房)   傳導同工﹕黃曉暉牧師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厚德邨德富樓地下 7 號        梁慧嫺姑娘 
電話：2702 3886                 陳家恩先生 
網址：www.efccagc.org.hk               徐嘉發先生 
電郵：info@efccagc.org.hk 
 

星期 時間 各項聚會 地點 

 

日 

上午 8:45 至 9:45 成人早堂崇拜 (每月第 1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上午 10:15 至 11:30 中堂崇拜 

(每月第 2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幼童天地 (幼稚級低班至高班) 

小學生團契 

靈命培育課程（青成級） / 

祈禱會（每月逢第 1 主日） 

家庭活動 

中心會議室 

上午 11:45 至 1:00 成人午堂崇拜 

(每月第 1 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兒童崇拜 

暨主日學 

幼兒級至初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 

高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主日學 初中級至初職 厚恩幼兒學校 

下午 2:30 至 4:30 挪亞方舟(中學生)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日 (每月逢第 2 週) 下午 2:15 至 4:00 迦拿 (已婚人士) 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日 (每月逢第 3 週) 下午 2:30 至 4:00 彩虹約會 (癌症關懷同行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六 下午 3:00 至 5:00 基督少年軍 幼級組 (5-8 歲) 

家庭活動中心 初級組 (8-11 歲) 

中級組 (11-18 歲) 

晚上 6:00 至 7:15 晚堂崇拜 (每月第 2 週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六 (每月逢 1、3 週) 晚上 8:00 至 9:30 基列 (成年，45 歲或以上)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六 (每月逢 2、4 週) 晚上 7:30 至 9:30 伯特利 (青年，22 歲或以上)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二 上午 9:30 至 11:30 耆樂無窮－長者聚會 (60 歲或以上) 家庭活動中心 

三 (每月逢 1、3 週) 上午 9:30 至 11:30 慧賢(婦女)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三 (每月逢 2、4 週) 上午 9:30 至 11:30 多加(婦女)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四 (每月逢 2、4 週) 晚上 8:00 至 9:30 男士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五 (每月逢 2、4 週) 晚上 8:00 至 9:30 希伯崙 (成年，35 歲或以上)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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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開放時段 
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13:00  
  

  
 

13:00-14:00 午膳  

14:00-18:30 
      

18:30-19:30 晚膳 

19:30-22: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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