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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中心的各項活動，不論是運動、繪畫、舞蹈、唱

歌、青少年活動、兒童事工、英語會話、親子活動、讀

書會、男人新天地、婦女新知、查經……林林總總，節

目令人目不暇給，都是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動，好像跟一

般的社區中心無大分別，但在本質上，卻是大大不同。 

「毋忘初心」，中信中心一切活動存在的目的，是為

了：「將教會帶入人羣，將人羣帶入教會。」所以在所

有節目的背後，同工、義工都是透過精心策劃的節目，

帶著基督耶穌的愛心，最終是為了帶領「人」進入教

會，得著上帝無比的救恩，以致一生不枉過。這才是中

信中心設立的最精彩之處。 

有一位男士 David Wong，參加中信中心「男人新天

地」達數年之久，其間也曾參加中信的「啟發課程」、

佈道會、各種慶祝聚會，甚至隨太太到教會聚會，但終

未能下定決心，接受耶穌為救主，就差了一步，在救恩

門外徘徊了多年。中信同工、義工懇切為他禱告。終

於 2017 年一次的佈道會中，一股澎湃的力量，令

David踏出了這「信心」的一大步，接受了耶穌為救

主。從此，我們可稱 David 為「弟兄」了！多麼親切，

多麼難得啊！「果子」得來不易，中信同人，不勝雀

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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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陳權先生自 2013年 2月路過中信中心，順步走

入蹓躂，看看有甚麼節目可以參加。因他喜歡唱歌，便

參加了「來自聲 Sing 的你」卡拉 OK，開始了每週一次

在中信中心的歌唱節目。每次來到，唱得開心，聽得高

興。很多懷舊歌曲 、聖詩……越唱越有感受。在節目

中途，每次都有義工介紹主耶穌給參加者認識。因為幾

位義工的愛心服侍，食物的分享，令陳先生覺得中信好

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於是介紹了不少朋友一同參加。

經過五年之久，他最終改變了自己「無神」的思想，進

入「有神」的思維，並認定了耶穌就是那一位獨一真

神。因為他從義工的無私愛心服侍，感受到「真神」的

同在，於 2018 年 4月 11日，中信同工、義工到他家中

探訪時，決志相信耶穌作個人救主，並開始了教會及讀

經生活。感謝天父！榮耀歸神！ 

人生是一段旅程。有開始, 也有終結。很多人生存於世, 

没有目的, 也不知道在世生命完了之後的光景。他們被

日常的繁忙, 弄得疲憊不堪, 孤立無援, 也不睱幫忙他

人 。 

試想如果在這旅途上, 知道人生的目的, 又能夠有”同

路人”, 豈不是更好？我們這個”信仰知多少”查經班

就是希望成就這樣的機會, 給同行者有機會分享大家不

同的生活經驗, 互相勉勵, 和最重要的：從經文中得到

啟示。在還未行到的屬靈旅程中, 大家都有同行者的鼓

勵和帶着從經上學到”行李”。 

歡迎你參加。啟程了!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過去一年（2017年 9月—2018年 6月）一羣 6至 15歲的活潑少年人，在逢週二晚上 7時，便穿著「基督少年軍」的

制服，踏著輕快的腳步，陸續抵達中信中心，懷著興奮的心情，學習聖經、步操和生活技能、領袖培養、團隊合作、

社區服務、露營技巧……等訓練。 

 

遊戲、運動、攀石、露營固然合少年人的活潑天性，但學習聖經

嘛！不是「頂悶」的玩意嗎？但很奇怪，如果你試試訪問這些參與

的少年人，他們除了很喜歡「基督少年軍」的遊戲外，學習聖經，

更多認識主耶穌，也正是他們喜歡來參加的原因之一。奇怪嗎？一

點也不奇怪！因為神造人由「靈」、「魂」、「體」結合而成。

「基督少年軍」正正切合了這三方面的需要。多樣化的學習，滿足

了孩子的需要，擴展了基督的國度，促進少年人服從、虔誠、紀

律、自愛、言語、行為、品格的良好發展，最終達成基督化的人格，這正是「基督少年軍」設立的宗旨。這種獨特的

宗旨，是一般社區活動無法達成的！ 

 

且來聽聽一位參與另一分隊「基督少年軍」大衛的心聲： 

「打機、上網是我放學回家後的日常生活。我躲在房間內一面做功課，一面與網上朋友玩遊

戲，樂在其中，自由自在，多麼快活！與家人沒有甚麼溝通，也不想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有一次，有位同學叫我到教會的「基督少年軍」一次室內攀石活動，接觸一班與自己年紀相若

的朋友，跟著指導員的指示，學習怎樣面對挑戰。咦！朋輩間的配搭、自信心的建立、導師真

心實意的幫助和鼓勵……是跟上網或參加學校活動的感覺截然不同，也是其他圈子中沒有的！

我也因此參加了基督少年軍，再也不想困在房中與機同在。因我找到了一些真正而實在的朋

友，與我一起成長，與我一同分享苦與樂。」 

 

大衛的故事感人嗎？這是他真實的經歷啊！ 

 

 

 

 

 

今年 1月份開始中信中心在周二晚於加拿大基督少年軍活動同時組建一

個同步進行的家長支持小組。以往家長送完孩子就看手機，購物。小組

成立後，我們邀請家長留下來一同探討教養孩子的一些話題，並一起看

書和邀請作者親身在多個工作坊中分享心得，同時穿插安排一些有關健

康講座。通過這些互動分享，家長們之間建立了互信的親密關係。用他

們的話，孩子們在少年軍一起成長，家長們也在小組一起成長。 

 

其中一位家長談到，因為工作原因，忽略了與女兒的陪伴時間。女兒最

初很反對加入少年軍 ，但幾個月下來，看到爸爸的改變，有更多的時間

和她聊天，也有心聽她講話。自己成了間接的「受益者」，就堅持參加少年軍。還有家長分享到教養孩子之先要建立

良好的夫妻關係，自己現在努力和太太多溝通多交流，在教養孩子上達成共識。儘管現今孩子教養充滿挑戰，藉著這

個平台，大家願意成為同路人，在教養孩子上能做到辛而不苦，滿了喜樂。 

 



 
 

 

 

關海山弟兄，英文名 Keith Kwan，人稱他 KK，一直被

Anthony 弟兄邀請參加中信『男人新天地』的活動，現已

有兩年之久。在『男人新天地』中，KK認識了許多真心的

朋友。而 Anthony 身患癌症，身體日漸虛弱，但仍盡力參

加中信中心每年一度的『愛心足印』步行籌款活動，並邀

請 KK作贊助者，而他每年也非常樂意的支持。 

當 KK被邀請參加『愛心足印』2017籌委會時，他義不容

辭便答應了。因他眼見 Anthony 已病重，但仍願意報名參

加步行籌款，為神國的事工出一分力，所以深受感動，當

仁不讓之下，KK便當上了主席。中信中心因遷址而有高達

十多萬的欠缺，因而籌委會便憑著信心定下步行籌款的目

標為七萬元。 

在 2017 年步行籌款當日，眼見參加步行人數達不到預期

的目標，心中不禁一沉：“唉！恐怕籌款目標也是難以達

標了！”只好抱著『盡人事，聽天命』的心情進行。誰知

結果卻是達到所定的籌款目標七萬元，可填補了中信中心

一部分的欠缺。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祂知道中

信的異象是『將教會帶入人群，又將人群帶回教會』，是

此時此地的需要，中信經費有缺乏，向天父求，祂又怎會

不理會呢！主耶穌正是活水的源頭啊！可惜 Anthony 在步

行當日前已離世與主同在，無法目睹籌款的結果了。 

經此一役，全體籌款委員會的事奉人員都信心大增，明白

只要同心協力，不分彼此，互相效力，盡力而為，神必按

祂的心意保守善工。因著 2017年出乎預料的收獲，以及

合作愉快，全體籌委會都樂於繼續留守崗位事奉，為

2018 年『愛心足印』做籌備工作，並定下 8萬元的目標，

步行籌款的日期是 9月 8 日(星期六)在 Milliken Park 舉

行。目前各項準備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大家都期待著

這位『使無到有』的神再一次讓中信事工經歷神蹟！ 

 

梁顯元先生, 人稱 Uncle Leung, 現年 87歲, 比摩西還

年長 7歲, 於 2017年 2月偶然參加中信活動, 聽完福音

訊息後深受感動, 繼而參加中信各項查經聚會, 並開始

參加教會崇拜, 主日學, 小組, 團契等聚會, 經數月之

久, 

終於決定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 悔改認罪歸向神, 並於

同年聖誕節(2017-12-17) 受浸加入教會. 

於今年 2018年 2月, Uncle Leung 得知多倫多中信中心

定於 9月 8日(星期六) 舉行” 愛心足印” 步行籌款, 

Uncle Leung有感於一年前參加中信活動, 進而有機會

信主, 深覺中信宗旨: 

“將教會帶入人群, 將人群帶回教會 ” 意義深遠而重

要, 故毅然承擔起在所屬教會推動是次” 步行籌款” 

日的重任. 希望能籌得更多款項支持中信中心的各項活

動的費用. Ulcle Leung信主只近一年, 以 87歲高齡參

予事奉! 

 



願神賜福！ May God Bless You! 

中信事工得以繼續發展，全賴您們的愛心奉獻和支持。奉獻＄20 或以上可獲退稅收條。你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支持我們: 

奉獻網址: www.ccmcanada.org (“奉獻支持” 選項), 或透過電話 (416)291-3202, 或電郵 toronto@ccmcanada.org 聯絡 

支持多倫多中信中心 

 

 

 感謝主帶領『俄巴底禁食禱告 40 日行動』於 2月至 4

月的進行，有 50多位禱告勇士參加，一起操練禱告和以禱

告事奉 。 

 感謝神差派吉中鳴牧師於 4月在中心帶領了 4課敬拜

讚美培訓，此外又舉行了音樂奮興晚會，得到眾多弟兄姐

妹、以馬內利敬拜使團和多倫多中華循道會協助，為參加

者得到鼓勵和祝福獻上感恩 。 

 請為 7 月的兒童夏令營和 8月的青年暑期領袖訓練營

禱告，中心因不同意政府的申請要求而不申請暑期工作學

生，求神賜予智慧、人手和資源讓中信中心在沒有政府資

源下仍能將寶貴的真理教導兒童和青年人，幫助他們認識

神和有美好的成長 。 

 請為於 7 月舉行 4星期的『泰北暑期短宣體驗』禱

告，為帶領的同工和參加的青年人的心志、毅力和平安禱

告，願神使用他們帶福音給別人時也得著神的祝福 。 

 請為 9月 8日愛心足印步行籌款禱告，這是中心一年

一度為經費籌款，求神感動更多人參與支持，在眾志成城

下一起經歷神和讚美神 。   

兒童夏令營 Who Am I？– 7月 3日至 27日 
 

青年暑期領袖訓練營 – 8月 13至 17 
 

中信家庭同樂日暨大匯演 – 8月 18日 
 

愛心足印步行籌款 – 9 月 8 日 
 

招募： 兒童合唱團，基督少年軍 

   古箏班, 二胡班 
 

** 請向中心查詢各項活動詳情 ** 

 

 

 

在 2016 年開始, 每逢九月份開始至翌年五月底止. 逢周

三上午 10 時至 12時, 都有一班對聖經有渴慕的弟兄姊

妹齊聚多倫多中信中心, 一起查考聖經, 從起初 30人至

今 2018 年人數漸漸增長至 40多人一同參加” 生命樹查

經班”(Tree of Life Bible Study). 

異象: ”相信藉神的話語能改變人的生命” 

目的: ”透過發掘聖經真理來建造生命” 

目標: ”培養組員每日讀經習慣, 並活出真理” 
 

生命樹查經班是一項”國際事工”. 在美國, 加拿大, 

巴拿馬, 哥斯達尼加, 荷蘭, 德國, 哥倫比亞, 阿聯酋, 

中國, 越南, 柬埔寨, 澳洲都有採用生命樹查經的方法

及材料的基督教會及機構, 有粵語及國語班. 於本國(加

拿大) 舉辦的查經班多達 20處. 

查經方法稱” 四層查經法”: 

1) 個人查考: 參加者先在家中查考經文及完成問題研習 

2) 分組討論: 參加者一同聚在一起分組討論有關經文,互相
學習  

3) 課文總結: 由不同地點的帶領同工透過視像作課文總結
及生活應用 

4) 經文註釋: 由資深聖經學者撰寫, 讓組員可更深入明白
當天查考的經文 

每週一次的查經及組員間的代禱, 讓組員之間建立彼此

的生命交流及關顧. 在神的話語裹一起成長, 無怪乎不

分宗派的弟兄姊妹每週只聚首一次, 卻是喜孜孜地熱烈

討論, 人數也逐漸增長, 當中更有慕道的朋友, 因為有

領受, 有得著, 自然會通知其他兄姊和朋友, 共赴屬靈

盛筵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