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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中信中心於今年五月初已正式搬往自置新址，
地點位於 Sheppard Ave. E 夾 Brimley Road 東方廣場三
樓，距離舊址只有 2 公里。中心的窗戶特大，地方明亮舒
適，進來的人都覺得心情開朗。大家都感恩神供應一個美好
的地方給中信中心，可以繼續發展社區服務和城市宣教。
歡迎各位探訪參觀賜教，給我們的同工和義工們鼓勵打氣！

4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4 至 6 時，中信中心聚集了 70 多人；包括同工、義工、活動參加者，高高興興、熱熱鬧鬧來
參加告別 Agincourt Mall 的特別聚會。「告別會」不是該帶點傷感的嗎? 為何這班人倒是載歌載舞同來告別呢?
先是「讚美操」的老師和學生以四首聖詩帶出歡欣、激昂、讚美、禱告的「體操」,更有人隨歌起「操」；接著是排
舞老師帶領十多人齊跳排舞，亦有義工帶領大眾一同歌唱感謝神!
再下來是幾位義工和同工的感人肺
信中心開幕以前已來參與書室的安
人生又有幾許十年呢?亦有義工從事
工建立了弟兄姊妹的情誼，認識了
懷，筆錄不盡。

腑之言:當中有義工 10 年前在多倫多中
排，義工一當 10 年，誠屬難得；試問
各部門的工作，覺得在中信與同工及義
很多朋友，也學會與人相處…箇中情

多倫多中信中心在 Agincourt Mall 經
過十年來的努力，每週的固定活動超過
37 項，每年度舉辦的大型活動超過 10 項；在非常有限的經費及資源下，能每年服事超過 25,000 人次，是同工、義
工們憑著一股信念和毅力達成的。「信念」是毋忘上帝當初的托負;「毅力」是群策群力、互補長短，同心協力而
成；往往看似不能完成，但憑著信念和毅力卻又能「超標」成就，一切都是神的帶領和恩典!
如今告別「故土」Agincourt Mall，迎向東方廣場新址，繼續服事人群；新址是「光明亮麗」的地方。有些難關仍需努
力達成，其實人能作的十分有限，要無比努力才能「寸進緩行」，但若想想創造主「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們也
就不敢氣餒了。同工、義工們當然要悉力以赴了!

多倫多中信中心
東方廣場三樓 3107 室
Suite 3107, Oriental Centre
4438 Sheppa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ON M1S 5V9

電話: (416) 291-3202
傳真: (647) 436-4768
電郵: toronto@ccmcanada.org

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2月12日) ，600多人冒著紛紛飛雪駕車朝往同一目的地 – MEC (Markham
Event Centre) ，參加中信情人節晚宴。
早在是日上午，一班義工已將絲網花球,襟花、慈善售賣品、拍賣品、場地佈置用品及道具等一一準
備妥當。嘉賓開始陸續到場時，義工們熱烈地向來賓奉上美麗的玫瑰花，來賓們也紛紛解囊選購，買
者和賣者都興高彩烈，因為可以為中信籌得善款!
來賓到場後，既可穿著「戲服」拍照,又可選購「心頭好」，又可給拍賣項目投價, 氣氛熱鬧，其樂
融融。到6時許，來賓紛紛入座，精彩節目亦陸續登場，最先由鄺翠玲芭蕾舞學院的學生在聖詩伴奏
下翩翩起舞，拉開序幕，接著由Unison樂隊領唱，會眾一起投入，氣氛頓時熱烈起來。數百多位來賓一面品嚐美味佳
餚，一面欣賞勁歌金曲，更有不少舞蹈好手聞歌起舞，不論是華爾滋、牛仔舞、喳喳舞、慢四步…都讓舞者開心、看
者悅目; 晚餐時又加插了「情歌對唱」、「婚盟誓詞」、「婚齡嘉許」等項目，更添情人節的味道，但當中最重要和有意
義的是歌星方曉虹的歌唱演出帶出的福音信息，讓在場的嘉賓都聽到有關耶穌基督的愛和救恩。感謝神，這個難忘的晚上，
也同時為中信的會址基金籌得約10萬元，成果美滿，一切榮耀都歸與神！

在情人節晚宴舉行之前的數星期，幾位姊妹 (包括 Angela, Bannie, Christine,
Becky, Esther, Grace, Emma, Pettie, Wendy…) ，幾乎日以繼夜，天天齊集中信中心 「密密
縫」， 卻又歡天喜地，不覺勞累地完成了這個「非常任務」。其實早在去年 10 月便由組長 Angela
和 Bannie 著手設計，購買各種材料，一絲一縷、一心一意地完成獨特設計。期間組員同心努
力，更四出搜購「平、靚、正」的材料，化腐朽為神奇。眾姊妹的纖纖玉手，指頭也因努
力趕工而起繭，為的是製作出美輪美奐的絲綱花，並且為中信中心籌募捐款。
製作小組最終如期達成使命，最寶貴的，是過程中眾姊妹之間因合作無間而建立的情誼，這也天父所賜的意外收穫。
尤其是組長 Angela 在這段趕工的日子痛失慈母，在趕辦喪事期間，卻依然與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託付，榮神益人。

由溫哥華、卡加利、滿地可和多倫多中信中心聯合舉辦的「俄巴底禁食禱告 40 日行動」2017，是以「上帝的作為」作
主題的 40 日禱告行動;於 3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在以上四個省份(五個地點)的中信中心異地同步舉行。
多倫多中信中心在 3 月 1 日下午 1
的序幕，由中信各同工帶領讀經、
領參加者進入理性、感性、靈性敬
的報名人數則多達 60 多人，惟當中
但他們均以「2017 禱告手冊」作為
家庭及中信事工守望，透過讀經、

時 30 分舉行了一次集體敬拜作為禱告開始
唱詩、禱告後，郭家慶傳道以詩篇 66 篇帶
拜上帝的境界。而參加是次禁食禱告行動
有部份參加者因日間需上班而未克出席，
這 40 日禱告生活的指引，為社會、教會、
代禱、默想和安靜，尋求等候上帝。

多倫多中心此際搬遷的艱鉅過程:
在在使人忙亂;「安靜禁食、等候上

籌款、水電工程、裝修間隔、事工配合…
帝」更見重要。

經過 40 天的讀經、禱告、默想，同工義工們於 4 月 10 日晚上 7 時聚集在多倫多中信中心，一起以敬拜、感恩，禱告
結束俄巴底禁食禱告行動。Pastor Maureen 以耶穌基督「三重降卑」完成天父所定的救恩大計來勸勉弟兄姊妹在現今世
代當作何事，以何種心態回應主愛;透過 40 天的代禱操練，專心來到主面前…眾弟兄姊妹在 Pastor Maureen 的訊息中共
同默想主愛，更形真切。
接著，有四位與會者分享在這 40 天讀經、禱告中的領受，也見證了上帝話語的適切、及時…，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

兩位「三年如一日」的中信義工夫婦Uncle
R. 和 Auntie P. ，每逢週六便往超級市場
自掏腰包採購大量新鮮肉類、蔬菜…趕往中信廚房，接著
便是忙碌地洗、切、煮…準備十幾人享用的熱湯和每次不
一樣的菜式，待一群青年人在中信參加活動以後能吃上一
頓新鮮熱辣的「私房菜」。
若問Uncle R. 和 Auntie P為何如此落力，不求回報地出
錢出力，每週一天為求讓青年人齊齊坐，有飯吃，共享一
頓四餸一湯的豐富晚膳?他倆的答覆是: 「只是為了讓他
們在這個功利的社會，感受到基督徒的愛心，言行一致地
表達了神的愛。上主關心人的靈、魂、體需要，信耶穌並
非空談而已…不想青年人空著肚子離去…這是一種在人心
田撤種的實際行動。」
記者與青年人邊吃邊談;青年人的反應是: 「我很感恩，
也喜歡這些可口的食
物，我吃得很滿
足。」
原來，傳揚“祂”要
用諸般的智慧;可口
美食也是帶領人接觸
福音的絕妙良策。

中信青年事工由Elsa
Chan同工統籌策劃，帶
領著幾位對年青人有負
擔的義工一起齊心協力
服待一群由14至19歲的
青少年人。這群年青人
來自五湖四海，當中有
簽證學生、新移民學生、土生土長的中學生…，雖然活
動以英語進行，但因著個別需要，偶然也會夾雜國、粵
語，務求彼此溝通暢通無阻。
青年事工內容廣泛，包括:
 中信青年社區實踐關懷訓練 – 培養青年人從理論與
實踐並重的課程中，培育他們能發展所長，成為真
正的好義工，投身社會服務及回饋社區。
 訓練內容包括:自我認識、團隊分工問題解決、排解
糾紛、服務策略及執行、親身體驗等等。透過訓練,
每位學員的視野得到擴展，心態也就不一樣了!
 補習班 – 有一些青年人在英文、科學、數學…等方
面的學習如遇困難，同工、義工會提供補習服務。
 羽毛球班 – 學習打羽毛球、進行練習、比賽等，都
是對青年人身心的好鍛鍊。
 2016年暑期「泰北短宣」-- Elsa帶領5位青年人同
往泰國北部短宣一整個月，當中甜、酸、苦、辣的
親身體驗，令人難忘.青年人的獲益和真切感受的一
切，更非筆墨能形容。
 Korean Pop Dancing (K.Pop) – 青年人喜歡跳舞，
K.Pop更可令青年人身體得到適當的運動，心靈得到
舒展,達至正面的效果。
Elsa和幾位義工都是服事青年人的「有心人」， 也是

中信中心於2017年春假(3
月13-17日)期間舉辦了為
期一週的兒童春令營，共
有13位5至9歲的小朋友參
加。

基督徒，希望透過這「有心」的服事和課程的內容，讓
這些年青人認識基督的大愛。

這次春令營的主題是”Science Sparks”，以培養科學興
趣為主; 孩子們透過一些有意義的科學實驗及手工，體驗
神的創造，也通過小組活動，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並且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外出到公園去。
導師每天下午都用一段時間
分享聖經，讓孩子有機會認
識耶穌基督是「創造之
主」，也是「愛孩子之
主」。五天下來，師生情、
朋友情、天父情，都令孩子
的心靈留下難忘的印象。

從2016年夏天起，中信中心開始了每
週一次的「中信紙兿班」，幾位志同
道合的姊妹聚在一起，在Janvis 和
Anh的指導下，每週一次一起學習和
享受紙兿的樂趣，藉此發掘創作潛
能，紓緩壓力，更建立起彼此的情誼，成為好朋友。
一班好友邊做邊談，一雙巧手，竟可化腐朽為神奇，把
一些看來不起眼、甚至平價買入的紙張，製作成令人愛
不釋手的成品，學員和老師都享受箇中樂趣。
遇上中信中心舉辦大型節目，紙兿班的姊妹更是同心協
力，製作出美侖美煥的手工藝品，令人賞心悅目，也讚
嘆創作的奇妙。



感謝主為中心預備了新的宣教基地，搬遷工程雖然讓人
疲累，但各人都滿心感恩，歡喜快樂。求主賜下力量和智
慧在新的地方提供社會服務和展開福音外展工作。



請為中信中心的會址基金繼續籌款禱告，目前已籌得款
項大約 50 萬元，雖然距離$120 萬的目標還有距離，我們
相信神會掌管祂的計劃。



請為暑假的兒童夏令營和青年夏令營禱告，求神預備參
加的小朋友和青少年，讓他們都能得到真理的教導，幫助
他們成長。



請為中信中心接連的多個大型活動(請參閱最新活動消
息)禱告，求神加添力量、人力資源和智慧, 按神的心意完
成祂的計劃。

中信與甦靈男人事工合辦
第五屆中年男士緩步跑研習坊
4 月 29 日至 7 月 15 日(星期六)
兒童暑期日營:探索之旅
2017 年 7 月 3 日– 28 日(可任選 1 到 4 週)
青年動力連線:

接連生命, click 進社區
2017 年 7 月 31 日– 8 月 4 日
中信中心家庭同樂日暨大匯演
2017 年 8 月 19 日(星期六)
愛心足印步行籌款 2017
2017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多倫多中信中心十週年暨喬遷感恩晚宴
201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
** 請向中心查詢各項活動詳情 **

2017年3月23日晚上，
中信中心的禮堂迎來
300多位來賓，一起靜
聽陳友先生(著名香港
電影人及樂壇「溫拿五
虎」之一)以及蔣麗萍
小姐(影視紅星及「愛
基金」創辦人)分享他們的生命見證。
陳友先生首先分享他在樂壇及影視圈幾十年拼搏期間，
妻子一直是在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夫婦經常要異地
分離照顧孩子。三年前，妻子忽覺全身骨痛就醫，才知
道是癌細胞已遍滿全身骨骼，醫生宣佈已屬癌症末期。
眼看妻子即將病逝，陳友束手無策，急急致電蔣麗萍為
妻子禱告。這正是「人窮呼天」的寫照。蔣麗萍發動全
教會為她禱告，而人的盡頭，正是神的開始;戲劇性的轉
變是，醫生竟然發現之前的診斷有治療方案，經過香港
兩間醫院的醫療團隊採用最新療法，陳友的妻子如今不
單已回復健康，且容光煥發。一場急病，令他夫婦二人
同歸向這創造天地也掌管人類生命氣息的真神。
接著,
蔣麗萍在
台上細
述自己如
何因四
位子女的
教養問
題而步入
教會，
在教會的
崇拜、
查經班、
祈禱分享當中，把勞苦愁煩交托天父，享受基督信仰帶
給自己家庭的福氣，並終於在2003年決志信主。歸信基
督後，立志本著基督精神，傳揚愛和生命盼望的信息，
並且本著愛神愛人的心志，於2013年成立「愛基金」，
關愛中國內地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
信息結束時，有三位男士勇敢地走到台前表示接受耶穌
基督為生命之主。有些參加者雖未走到台前，卻在聽見
證時受感動流淚，更有一位慕道多年的朋友，翌日參加
另一場在教會舉行的音樂分享會決志信主，也有參加者
填寫表格表示對福音有興趣…，願聖靈繼續在參加者的
心靈行奇妙大工!

支持多倫多中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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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透過以下一個方式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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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神賜福！ May God Bless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