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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lffavourcentre@afcc.org.hk
查 詢: 2336 4000 
傳 真: 2794 0395
網 站: www.afcc.org.hk

回郵地址：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A區3樓3153A室

樂富

寄:

郵
票

樂富

恩澤中心

開放時間

星期一 下午 3:00至7:00

星期二至五 上午 10:0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 9:00至下午5:00

星期日 休息

公眾假期 休息

【溫馨提示】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會員費用

功課輔導A班 週一至五(1.5小時)
下午4:00-5:30 小一至小六     11月(22堂)：$1,870  12月(14堂)：$1,190

      1月(20堂) ：$1,700   2月(13堂) ：$1,105

功課輔導B班 週一至五(2小時)
下午4:00-6:00 小一至小六 11月(22堂)：$2,090   12月(14堂)：$1,330

1月(20堂)：$1,900   2月(13堂)：$1,235

功課輔導C班 週一至五(1.5小時)
下午6:00-7:30 小一至小六 11月(22堂)：$1,870  12月(14堂)：$1,190

1月(20堂)：$1,700  2月(13堂)：$1,105

功課輔導D班
(中學生)

週一至五(1.5小時)
下午6:00-7:30 中一至中三 11月(22堂)：$2,530  12月(14堂)：$1,610                      

1月(20堂)：$2,220  2月(13堂)：$1,495

內容：協助學生解決功課疑難，完成功課後會派發工作紙操練。

2021年11月至 
       2022年2月

         中心將於以下日子休息，所有班組暫停，敬請留意。

     2021年12月21日(冬至)、12月25-27日(聖誕假期)、

     2022年1月1日(元旦)、

     1月31日-2月6日(年廿九至年初六 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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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創意課程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週二畫班Ａ
週二畫班Ｂ

逢週二
A班：下午 4:30-5:30
B班：下午 5:45-6:45

K2-P2 
P2-P5 6 $480

週五畫班Ａ
週五畫班Ｂ

逢週五
A班：下午 4:30-5:30
B班：下午 5:45-6:45

K2-P2 6 $480

週六畫班Ａ
週六畫班Ｂ

逢週六
A班：上午10:00-11:00
B班：上午11:15-12:15

        K2-P2             6 $480

教授水彩和油粉彩繪畫技巧；發揮兒童創作思維。
(備註：學員需自備A3畫冊；圍裙及手袖)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幼兒手腦速算班(A)

A班:逢週一
下午5:15-6:15

K2 6
$540
第一期 

*第一期需另付$40購買練習

透過手指訓練，刺激右腦細胞的發展，大大提高計算速度及促進腦部發育。

珠心算課程

逢週一
下午6:30-7:30

K3-P1 6

$630
第一期需

另付教具費$100；
進階課程需另付課本費$40

珠心算對於學員的學習發展效果明顯，加強兒童計算能力，反應速度及記憶力。

啟蒙數學課程 合作機構：香港國際珠心算學會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動感Hip Hop舞班

逢週四
A班：下午4:45-5:45 K2-P1 6 $600

在充滿動感的音樂下，配合多元化節奏舞步，訓練節奏感及肢體協調。

跆拳道
**歡迎插班**

逢週六
下午 2:00-3:00 P1-F1 10 $750

初學者另付道袍$350

針對學員的體能，指導學員進行跆拳道入門訓練，掌握基本技巧。
(由跆拳道正道館教練教授)

兒童多元
智能提升班

逢週日
上午 10:00-1:00 K2-P4 逢週日 費用全免

透過多元智能活動提升不同智能發展，活動內容多元化，包括聖經品格德育故事、
手工藝、小領袖訓練及戶外活動，如旅行和參觀等等。  查詢：2336 4766(梁傳道)

動感活動課程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英文專科班A
英文專科班B

逢週六
A班：上午9:45-10:45
B班：上午11:00-中午12:00

P1-P2
P3-P4

6 $510

以操卷形式進行，提升學員英文文法、閱讀及寫作的技巧。

兒童語文課程

恆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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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英語拼音(A)、(B)

逢週三
A班：下午 4:45-5:45

K2-K3 6 $480
逢週三 
B班：下午 6:00-7:00

以遊戲互動形式進行，透過系統性的拼音方法，提升兒童認識及閱讀英語的能力。

英語拼音(C)、(D)

逢週六
C班：上午 10:00-11:00

K2-K3 6 $480
逢週六
D班：上午 11:15-12:15

以遊戲互動形式進行，透過系統性的拼音方法，提升兒童認識及閱讀英語的能力。

兒童語文課程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成人伸展運動班

逢週四
晚上 7:30-9:00

成人 8 $600

備註:學員請自備地墊、毛巾、穿舒適運動裝及上堂時要穿上襪子。
週四導師：Ms. KEENA(香港伸展運動學會專業導師)

成人課程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長者組

逢週五
上午 11:00-12:00 長者 逢週五 費用全免

健身操、生活知識交流、福音粵曲、遊戲及健康檢查等。

耆福天地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
上午 11:00-12:00 長者 - 費用全免

設長者祝福禱告聚會，透過禱告服事，經歷上帝的真實。

長者/地區人士活動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內地新來港青年
及兒童適應課程
地點:樂富或東頭恩澤中心

足十人可開班 6-18歲回流兒童及青少年
來港不足一年 60小時 費用全免

課程時間不少於60小時，內容包括：
1.社區環境適應
2.教育輔助-基本中文(包括繁體字及讀音)/基本英文(包括字母排序及日常校內用語)
3.自信心、溝通訓練
備註：課程包括戶外活動

特別課程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青少年崇拜/小組

逢週六
崇拜：下午4:00-5:30
小組：下午5:30-6:30

中學至大專生 逢週六 費用全免

青少年人一同用詩歌讚美上帝，藉聖經探索人生；在群體生活中彼此學習和激勵生命。

週日崇拜

逢週日
上午10:30-11:45
中午12:15-1:30

任何人士 逢週日 費用全免

唱詩讚美上帝，聖經信息分享。

崇拜聚會

恆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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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趣味課程
日期：2021年12月28-31日(星期二至五)

活動名稱 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聖誕主題-
蛋糕推推杯 x 杯子蛋糕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9:30-10:30

K2-P1/P2-P6 4 $340

推推杯利用不同食材的質感，堆砌成一層層的效果好玩又簡單掌握及製作香噴噴不
同口味的杯子蛋糕。（備註：學員需自備食物盒)

聖誕-曲奇 x Pie & Tar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10:45-11:45

K2-P1/P2-P6 4 $340

教授形狀趣怪、顏色鮮艷別緻曲奇及美味熱騰騰的批、撻。
（備註：學員需自備食物盒)

串串珠DIY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10:45-11:45

K2-P1 4 $300

齊齊動動手，動動腦穿珠製作小飾物。

聖誕創意手工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12:00-1:00

K2-P1 4 $320

製作創意小手工：分享創意思維，訓練創作力。

聖誕主題-麵包DIY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12:00-1:00

K2-P1/P2-P6 4 $320

製作趣緻造型麵包。（備註：學員需自備食物盒)

STEM機器製作小組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12:00-1:00

P1-P3 4 $340

教授學員有關簡單的機器運作原理，並嘗試自己組裝簡單的機器，提升學員創造力
以及鼓勵實驗精神。

聖誕主題趣味畫廊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2:30-3:30

K2-P1 4 $340

接觸各種不同顏料及教授技巧；啟發創意。（備註：學員需自備畫冊)

聖誕-英語小廚神A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2:30-3:30

P2-P6 4 $360

以英文互動對答，及煮食遊戲來學習英語和製作蛋糕增強英語興趣。

聖誕-英語小廚神B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3:45-4:45

K2-P1 4 $360

一邊學習製作食物技巧，一邊學習英文詞語。
（備註：學員需自備食物盒) 

聖誕主題黏土班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3:45-4:45

K2-P1/P2-P6 4 $320

用黏土做出不同造型。

專注力班美食班   畫班 創意手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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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學術課程
日期：2021年12月28-31日(星期二至五)

活動名稱 時間 對象 堂數 會員費用

聖誕假期功課班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9:30-10:30

P1-P6 4 $340

協助學生完成假期功課。

幼兒英語唱遊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9:30-10:30

K2-P1 4 $340

透過唱遊、遊戲及多元化活動；提升聽說英語能力。

孩子專注力訓練
(註冊社工教授)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上午10:45-11:45

K2-P1 4 $400

透過趣味遊戲及練習，提升專注力。

數學提升班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2:30-3:30

P3-P4 4 $360

運用簡而明確的數學概念，教導學生數學概念剖析。

趣味中文班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5:00-6:00

P2-P3 4 $340

引導思考，教授中文寫作方法，增強句子描述技巧，詞彙運用等。

閱讀理解(中文)

2021年12月28-31日(週二至五)
下午5:00-6:00

P4-P6 4 $340

教授閱讀理解的技巧，如何掌握文章重點。

精彩活動預告

活動名稱 推行日期 對象及費用 詳情

Super Young Day Camp
日期 : 11月27日 (星期六) 
時間 : 上午9:30-下午5:30
於樂富恩澤中心集合

對象：8-29歲
費用：免費 
(包午膳及旅遊巴)

日營活動：戶外攀石及集
體遊戲

燃亮生命音樂分享會
日期 : 12月18日 (星期六) 
時間 : 下午3:00-下午6:00

對象：6-29歲
費用：免費 活動總結暨音樂分享會

鳴謝：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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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捐款港幣$35，便可以購買一張飯券，為新蒲崗區有需要人士送上一餐熱飯、一份暖意。
中心支持區內食店的經營，與小店合作，小店亦提供優惠價售賣飯券，降低成本，提升計劃效益。
曾受惠對象：單親家庭、失業人士、長期病患者、長者、劏房住戶、新來港人士、露宿者、清潔工人。

捐款助人

＜一杯涼水‧一餐熱飯＞有心人請食飯計劃

1. 轉數快/自動櫃員機轉賬

1 入賬至恆生銀行260-131-503-001
並保留過數記錄及入數紙

2

2. 支票

支票台頭：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恩澤中心 

或 Apostolic Faith Church of  HK Ltd.-Favour Centre

捐款方法：
如捐款$100或以上，可向本中心
申領捐款收據，作免稅之用。

請把成功過數記錄截圖或銀行入數紙，連
同捐助者中文或英文全名、聯絡電話及郵
寄地址，用以下其中一個方法交給中心作

記錄，中心會於一星期內確認收到。

1) whatsapp 至67441639 

或 2)傳真至27940395，請列明陳姑娘收 

或 3)電郵至lffavourcentre@afcc.org.hk 

或 4)郵寄到本中心地址：

九龍橫頭磡樂富廣場三樓3153A室 陳姑娘收

領取捐款收據方法：

惡劣天氣時中心活動指引
颱風或暴雨訊號

(泛指活動舉行前２小時內仍然生效者)
中心開放 室內活動 戶外活動 水上/野外活動

雷暴警告、黃色暴雨或１號風球    
紅色暴雨或３號風球    

黑色暴雨、８號風球或以上    

（：中心照常開放或活動進行　　：停止開放或活動取消）

在＜惡劣天氣活動指引＞下，如遇中心暫停開放、課程/活動取消，將不設退款及補課。
若在中心照常開放或活動進行的情況下，參加者及家長請按當時具體的天氣及環境，自行決定是否前往本中
心參與相關之活動，惟缺席者將不獲退款或補課。

活動報名方法及須知

本中心活動採用先到先得方式報名。請親臨本中心或郵寄遞交活動報名表及活動費用。

本中心不接受任何電話報名或留位，敬請留意。

領取綜援的人士，可向職員查詢優惠詳情，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如以支票繳交活動費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教使徒信心會有限公司-恩澤中心」，支票背面請
註明參加者姓名及活動名稱。支票兌現後，報名才作實。

所有活動若報名人數不足或因本中心行政理由取消／延期，報名者可憑收據在原訂活動日期起計
一個月內到本中心退款。逾期作自動放棄論。請保留收據作退款用途，如遺失收據，需付$10行政
費，才可退款。

中心班組及活動只供會員報名，會籍屆滿者，請即辦理續會手續。

禁止攜帶違禁品到本中心。如攜有貴重物品，請自行收藏妥當，如有損失，本中心將不會負任何
責任，請物主或家長自行處理。

歡迎登入本中心Facebook，獲取最新資訊。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afcchk

1

2

3

4

5

6

7

8

中心各項活動均一律不設個別原因減堂或減費，報讀任何課程或活動均須繳交全期

費用。除個別註明外，如因個別原因請假，中心不設補堂或退款，敬請各位留意。
特別費用

事項
中心會員年費：家庭直屬會員$70(上限5位直屬家庭成員)，個人會員$25。會籍為

期一年，會籍屆滿者，可親臨中心辦理續會手續；逾期者會籍自動終止。班組及

活動如有更改或取消，會費將不予退回，敬請留意。
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