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週二

角聲使命中心

「如鷹展翅」尋道者崇拜：
10:00am-11:00am  講員：勞伯祥牧師
怡康團契小組活動：11:00am-12:00pm
內容：小組分享禱告
專為退休人士及慕道朋友而設，讓長者
有機會更多認識上帝。

5週四

角聲福音廣場

心靈加油站：11:00am-12:00pm

6週五

角聲使命中心

喜樂查經班：5:30pm-6:30pm
角聲福音廣場

青少年團契：6:00pm-8:00pm
以高中生群體為主，透過遊戲、詩歌、品
格訓練等活動，幫助青少年紮根於《聖經》
的話語，並經歷生命的改變。
Haven有約-單身桌遊之夜：7:00pm-9:00pm

7週六

角聲福音廣場

心理健康急救課程：9:00am-5:00pm
心理健康急救培訓提供經過驗證的有效實
務，可協助您識別出心理疾病與藥物濫用
的早期徵兆與症狀。您會學習如何在不作
出判斷的情況下聆聽某人、如何回應及幫
助身陷險境的人，直到他們可以獲得可能
需要的專業照護。
角聲兒童教育服務中心：10:00am-12:00pm
為社區孩童提供免費、安全、有意義的活
動，以中、英文講解《聖經》的方式，使
孩子在品格和行為上得到建造，用藝術手
工啟發創造力與動手能力，不僅為孩子，
也為家長提供輕鬆的週末兩小時。
「培養卓越的下一代」工作坊：
10:00am-12:00pm
綠洲團契：1:30pm-4:00pm
為信主和慕道的癌友而設，內容有詩歌，
見證分享，分組禱告，茶點時間，歡迎癌
友帶家屬來參加。

10週二

角聲使命中心

「如鷹展翅」尋道者崇拜：
10:00am-11:00am  講員：郭獻忠牧師
怡康團契小組活動 : 11:00am-12:00pm
內容：真情部落格

12週四

角聲福音廣場

心靈加油站：11:00am-12:00pm

13週五

角聲使命中心

喜樂查經班：5:30pm-6:30pm
角聲福音廣場

青少年團契：6:00pm-8:00pm
布碌崙角聲福音中心

移民諮詢站：1:00pm-3:00pm
需要預約，電話：718-799-8213

14週六

角聲福音廣場

角聲夫妻團契聚會（廣東話）：
10:00am-12:00pm
來自各教會的已婚者相聚在一起，讀《女
人要愛，男人要尊重》等夫妻關係的屬
靈書籍，幫助改善關係及增進感情。
角聲兒童教育服務中心：10:00am-12:00pm
「培養卓越的下一代」工作坊：
10:00am-12:00pm

該課程透過學習瞭解讓孩子可以健康成
長所需要的四十項資產，培養孩子們成
為卓越的下一代。在這個過程中，您將
會與其他的家長們一起學習，一起發掘
並應用所學到的東西。
生命樹聯誼會：12:00am-1:00pm
每月舉辦一次，集學習、娛樂、分享交
流、互相幫助、增添友誼為一體，透過
敬拜讚美、學習英語、生命見證等內容，
營造積極向上、充滿友愛的分享平台，
豐富課餘生活，增強凝聚力，建設美好校
園生活，幫助大家身心靈得平安和健康。
有愛互助會：1:30pm-4:00pm 
主题：放射治療的副作用預防及處理
講員：李葆青 腫瘤放射治療專科醫師
為社區的癌友和家屬朋友而設，內容有
醫學講座，治療新知，經驗交流，茶點
時間，歡迎癌友和家屬來參加。

17週二

角聲使命中心

「如鷹展翅」尋道者崇拜：
10:00am-11:00am  講員：勞伯祥牧師
怡康團契小組活動：11:00am-12:00pm
內容：白卡信託   講員：李兆良律師

19週四

角聲使命中心

角聲怡康中心「慶生會」：
11:00am-12:00pm
呈獻豐富的文藝節目等給長者朋友，歡迎
持白卡之長者朋友致電預約，前來同樂！
電話：718-799-8281 或 646-707-1842。
角聲福音廣場

心靈加油站：11:00am-12:00pm

20週五

角聲使命中心

喜樂查經班：5:30pm-6:30pm
角聲福音廣場

青少年團契：6:00pm-8:00pm
Haven有約-單身桌遊之夜：7:00pm-9:00pm

與角聲在唐人街的避風港咖啡館 (Haven 
Cafe) 合作，每個單數週的週五晚上舉辦
「單身桌遊之夜」，弟兄姐妹在這裡休息
和交友，還可以輕鬆傳福音。
地址：147 Mott Street,NY 10013
聯絡電話：646-207-6574

21週六

角聲福音廣場

角聲兒童教育服務中心：10:00am-12:00pm
「培養卓越的下一代」工作坊：
10:00am-12:00pm

22週日

角聲使命中心

角聲同行者單身團契聚會：
4:30pm-8:30pm
活動介紹：一家一菜、敬拜、讀書（《婚
姻的意義》第五章）、小組討論。 

24週二

角聲使命中心

「如鷹展翅」尋道者崇拜：
10:00am-11:00am  講員：郭獻忠牧師
怡康團契小組活動：11:00am-12:00pm
內容：活得更精彩（2） - 園藝  
講員：何明珍

26週四

角聲福音廣場

心靈加油站：10:00am-12:00pm

27週五

角聲使命中心

喜樂查經班：5:30pm-6:30pm

角聲福音廣場

青少年團契：6:00pm-8:00pm
布碌崙角聲福音中心

移民諮詢站：1:00pm-3:00pm
需要預約，電話：718-799-8213

28週六

角聲福音廣場

角聲兒童教育服務中心：10:00am-12:00pm

「培養卓越的下一代」工作坊：
10:00am-12:00pm

31週二

角聲使命中心

「如鷹展翅」尋道者崇拜：
10:00am-11:00am  講員：魏永達牧師
怡康團契小組活動 : 11:00am-12:00pm
內容：個人佈道訓練  講員：郭獻忠牧師

     布碌崙角聲福音中心課程
星期	 時間	 名稱
一至五 2:00pm-6:00pm 課後補習班 ( 含免費情商教育活動 )
二     10:00am-11:30am    家長班
五 10:00am-11:30am 家長班
 6:00pm-7:30pm 繪畫班師資培訓
六 9:30am-12:30pm 美術繪畫班
 2:00pm-4:30pm 青少年關懷團契
 10:00am-6:00pm 生命教練實踐階段 ( 首周 )
日 3:00pm-6:00pm  生命教練實踐階段 ( 首周 )

活動
內容豐富 
  期期精彩 
    歡迎參加

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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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時間	 名稱

週一至週六每天不同時段均有不同級別的英文課及以下課程

一 9:00am-10:30am 初級英文口語 + 餐館英文
 9:00am-10:00am 查經班（中英）
 11:30am-1:00pm  中級英文閲讀
 2:00pm-3:30pm 中級英文閲讀
 2:30pm-4:00pm 西方美術 & 應用美術（專業課）
二 9:00am-10:00am 查經班（中英）
 9:30am-10:30am 穴道關節操
 9:30am-11:00am 國際音標課
 10:00am-12:00pm 快樂手工坊
 11:00am-1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1:00pm-2:30pm 英文聖經故事
 1:00pm-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2:30pm-4:00pm 西方美術 & 應用美術
 2:45pm-4:15pm 閲讀入門
                          3:00pm-5:00pm            入籍班
 6:30pm-8:0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三 9:30am-12:15pm 粵曲班
 10:30am-12:00pm 生活英語
 10:30am-12:30pm 健康運動舞蹈
 10:30am-12:0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1:00pm-2:30pm 初級英語語法
 1:00pm-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1:00pm-2:3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1:00pm-3:00pm 查經班
 3:00pm-4:3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3:00pm-4:45pm 讀報學英文
 3:10pm-4:40pm 國語班
 6:30pm-8:0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四 9:30am-11:30am 入籍班
 9:45am-10:45am 健康拉伸操
 10:00am-12:00pm 古典詩詞賞析 + 國畫書法班
 11:00am-12:30pm 初級英語語法
 1:00pm-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1:00pm-2:45pm 插花藝術
 2:30pm-4:00pm 高級英文口語班
 3:00pm-4:30pm 中級英文閲讀
 5:00pm-6:30pm 單詞速記
 6:30pm-8:0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7:00pm-9:00pm English From ABC
五 10:00am-11:15am 初級英文口語班
 10:00am-11:30am 文化聽力理解
 10:30am-12:30pm 健康運動舞蹈
 11:00am-1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11:30am-1:0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1:00pm-2:3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2:00pm-3:3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3:30pm-5:00pm 常用語法（十項）
 4:00pm-5:30pm 英語沙龍
 4:00pm-7:00pm 繪畫初級，中級—基礎素描
 6:30pm-8:00pm 初級英文口語班
六 10:00am-11:15am iPad 課
 10:00am-11:30am ESL Level 2  Speaking
 10:00am-11:30am 英語俱樂部
 11:30am-1:0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1:00pm-4:00pm CPR 急救課程
 2:00pm-3:3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3:30pm-5:00pm 中級英文口語班
最新詳情請諮詢 718-799-8213，或登陸 www.cchc.org( 請點擊社區課程 )

角聲福音廣場課程

角聲福音廣場 (718) 799-8213
地址：42-35 Main Street, 2FL, Flushing, NY 11355

布碌崙角聲福音中心 (718) 499-0999
地址：809 44th Street, Brooklyn, NY 11220

角聲使命中心  (718) 359-2030
地址：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Flushing, NY 11367

* 活動地址，請參對應顏色的中心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