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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長者趙雪琴、李潤生和趙瑞雲投稿參加星島基金會主辦的 2017 年度「真心英雄」社區服務大獎的比賽，分享了自
己的經歷和心中「英雄」- 中信中心。感謝神、感謝各位在網上投票的支持者和星島基金會的評審，中信中心被選為
三個得獎機構之一。當這三位長者勤於在譚雅珊長者大廈義務幫助有需要的鄰居時，他們從沒想到文章會得獎，並為
中信中心帶來一萬元獎金。
12 月 21 日下午三時許，三位老人家
從星島加拿大基金主席吳友安及星

就在四十多位義工朋友的見證下，
島傳媒集團總裁黃敬強手中接過獎

狀，並由中心職員 Alice Mau 接受

獎金，全場鼓掌祝賀。

喜歡别人稱她 Sharon 的趙雪琴，雖
沛，雙目炯炯有神；當被問到獲獎
是神給她智慧，配合恩賜，默默服
獨自解決的困難時，便會轉介中信

已年屆八十五的高齡，依然精力充
後有何感想時，她只是謙虛的說，
侍公廈內其他的長者；每遇到未能
中心，另求幫助。

坐在旁邊的李潤生更笑說 Sharon 人
老心不老，每天照顧完行動不便的
丈夫後，仍不遺餘力的幫助別人，她的積極態度也感染到其他長者，主動互相幫忙。
聽過他們身體力行的分享後，不期然令我想起多年前唱過的詩歌《 求父使我生命如光》，內中的歌詞說「不嫌自己園
亭狹小，願意努力開花。」

眼前兩位滿面笑容的義工（Eleanor Wong 及 Mable Mak）每周二差不多全日駐守中信中心，服侍社會福利咨詢及轉介
服務。她們的服侍範圍廣泛，包括：申請三級政府發放的福利種類及金額、老人屋、鰥寡津助、傷殘援助、小孩福
利、失業金等。甚至免費報稅服務，免費陪同不懂英語的社區人士申請服務等等。
Eleanor Wong 在中信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義工崗位已達 10 年之久。在服侍的過程中，她接觸不少不同需要的人士，以
她的專業和經驗，提供了優質而滿有愛心的服務。最令 Eleanor 越事奉越有喜樂的原因是：
（1） 有機會在服務中，以行動幫助了有需要的人，從而將耶穌基督的大愛實際帶到人群當中。更進一步可以領人歸
主，這是令她十年來越做越有勁的推動力。
（2） 因政府的法令時有改變，Eleanor 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因而令她覺得自己雖已從工作崗位退休 5 年，但學
識卻是與日俱增。
Mable 自 2016 年提早退休後，便進入中信從事她自少女時代的“夢想工作”-社會服務。她跟隨 Eleanor 這位專業社
會服務者邊學邊做，內心得著滿足及極大的喜樂，因為從事幫助人的工作，是 Mable 一生的心願，想不到神在她退休
後，在中信中心圓了自己的童年夢。尤其是曾試過與有需要的人士一同禱告後，事情便得以解決，經歷了神奇妙的帶
領，也令受助者感受到信仰耶穌的真實，間接地傳講了神的福音。Mable 希望在日後的服侍中，能有機會與別人建立
關系，而能進一步帶人到基督裏，得著的不單是地上的福氣，更是“永恒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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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23 日於多倫多老人公寓
李潤生，趙瑞雲，趙雪琴三人執筆

中信中心成立十週年。十年來，中信中心和他們的義工們，熱愛社會，幫助老人，都有一顆無私奉獻的心，對我們老
人的關愛，更是說不盡、道不完。
我們是住在士嘉堡譚雅珊老年公寓裡的部份老人，體會尤其深刻。我們年邁體衰，老眼昏花，步履蹣跚，是社會的弱
勢群體，生活在英語的環境中，卻不懂英語，日常生活已經困難重重，若是有病、有災，更是難上加難。很多問題我
們自己無能為力，無法解決。
可是，我們有貼心人—— 中信中心和他們的義工，他們和顏悅色、關懷備至，隨時隨地會幫助我們克服困難。他們是
我們最可親，最信賴的人。我們真是受益匪淺。
我想舉幾個例子，但這僅僅是掛一漏百啊:
我們大樓 75 歲子衿需要翻譯，中信立即派人幫助，事後還開車送她回來； 81 歲的石大姐看病也要翻譯，中信中心又
派義工前去診所，卻等不到人。義工馬上手機聯繫，原來因不懂英語慌亂中老人下錯了車站。義工請她停在原地，又
趕去接她。看完醫生，還把她送回家。人們都說，對老人，中信中心比子女還熱心，也更盡力。
在我們公寓裡，有一位 90 歲的徐錦燦

老人，他患有十一種疾病，心臟放

過支架，頸動脈堵塞 90%以上，糖尿病

併發症等等。

2008 年 10 月，他下肢血管病變，腳趾

潰瘍，醫生說有截肢的可能。因傷

口，他不能行走，雖然用了藥，病情

仍在惡化。全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

蟻，卻又束手無策，這事被中信知道

後立即想辦法、出主意，主動聯繫

了社區護理服務中心，請他們上門服

務：清洗和包紮傷口，經過四個多

月的治療，傷口痊癒了，避免了截肢

的痛苦；同時又幫助聯繫交通部

門，申請了殘疾人用車，解決了出去

看病乘車難的問題。

2016 年，11 月 7 號，81 歲王長雲犯心

臟病，去“walk in”，醫生要她

立即去醫院急診。老人剛出診所，中

信中心的汽車已經在門口等候。急

診及時，老人轉危為安。她的女兒在美國，中信的義工一直守候在她身旁。她美國女兒未到之前，都是中信義工每天
去探訪，送生活用品、送水、送食物。老人感動地說：「是中信中心救了我一命。」
潤生夫婦因子女不在加拿大，中信中心幫助他們填寫各種表格，如楓葉卡、醫療卡，老人金等等。在申請過程中雖有
多次反覆，中信中心仍然派車、派人前往有關單位聯繫，及時幫他們解決所有問題。義工們充滿愛心，態度和藹，任
勞任怨，使老人們萬分感動，衷心感謝。
代為填表，領卡，讀信等等事情，中信中心做了不知其數，義工們樂此不疲。只要老人求助，他們總全力以赴，切切
實實地解決所有問題。同時，他們的原則性也是很強的，他們會耐心地告訴填表者，一定要真實地填寫，不可以對政
府、對任何人說假話。這種誠實的態度，使大家心靈受到洗禮，學會以誠待人，以誠處事。
中信中心在大家最需要的時候，總是向我們伸出援手，使我們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甚至是性命攸關的大難關。我
們衷心感謝中信中心及廣大的義工朋友，是你們的愛心和熱誠，真誠地幫助了無數的人，尤其是弱者。現在，我們明
白了，自己雖然年邁，但一定要學習你們的精神，盡力去幫助別人，我們也要努力，讓愛世代傳遞！

感激所有台前幕後的人員無私的付出。但願聖靈動工，
把這個音樂會的餘温繼續在觀眾的心中發酵。中信能够
在這社區繼續榮神益人 。

在 2017 年 12 月 21 曰一個週四的晚上，130 位中信中
心 「男人新天地」的成員及親友齊集酒樓舉辦一年一
度的聖誕節联歡晚餐聚會 (也是每年一次女士們可以一
同參予的聚會).
在年近聖誕的 2017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中信中心

晚餐的內容是 : 佳餚盛宴、豐盛人生故事分享、齊唱聖

在東方廣場的中央舞台上，為踏入東方廣場的人士，擧辦
了一場「聖誕暖萬心音樂會」,為在座的觀衆，樓上的商
家，川流不息的購物者等提供了两個半小時的精彩節目。
透過不同的表演，道出了聖誕的真正意義。當天的司儀
周浩輝先生，前著名電視新聞主播，在當天使盡渾身解

誕佳音、豐富抽獎。

數，把所有節目串聯起來，娓娓道出了耶稣在伯利恆誕

為了世上每一位願意認罪悔改歸向神的世人, 所以「世

生，為世人贖罪而被釘上十字架的聖誕實在意義。

人」就竟可成為聖誕節的主角。「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是日下午，中信中心的同工義工齊齊為舞台凖備音响，佈

是晚特別準備一個生命信息分享主題名為《 誰是主
角》 。聖誕節的主角會是誰呢？原來竟然是「你」 和
「我」這些平凡的世上人。在神眼中耶穌道成肉身就是

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 人』。」「人」在神
眼中真是何等寶貴, 值得神差派祂的獨生子為之降生啊!

置等等。被邀请的表演嘉賓們，落力演出。為的是把這大
喜的信息分享給現場的每一位觀眾。在數百人面前呈獻了
動聽的音樂，用音樂讚美天父，把福音傳出去。
節目的流程是由 Doulos 樂隊打頭陣，唱出廣東，國語和
英文各式聖誕歌带起氣氛。中信男人事工中【男人新天
地】的一群熱心唱将聯同 Unison 樂隊精心炮制了中，西
文輕快聖誕歌接棒。從熱閙的音樂風轉向難得一見的豎琴
聲音獨特優美，配上演奏者 Miranda 熟練的指法，把人帶
進寧静喜樂的境界。而屢次獲得懐舊金曲冠軍的
Jacqueline 歌聲嘹亮，把福音歌曲發揮淋漓盡致，動人心

接着是三位參加 「男人新天地」的男士偕同妻子一同上

弦。中信訓練的一群可愛活潑兒童合唱團孩子們除了唱聖

台, 見證了丈夫參加「男人新天地」後家庭生活的轉

詩外，更為了這一場演出而苦練手鈴，表演得頭頭是道，

變。原來每逢週四晚上 (7:30 -9:30 PM) 的男士聚會,

殊不知他们只是學了四、五堂課就已經有這個水凖，指揮

透過了「男人新天地」的宗旨:「提倡真我文化、分享成

導師功不可没。特别表演嘉賓是患有嚴重腦癱的男孩

敗得失、省察內心幽暗、共創真摯友誼。」

Gabriel。他很努力的練習了一首聖誕歌使用平版電腦的

男人們缷下自己的面具, 打開心靈、坦誠相交、分享現

軟件，彈奏一曲 Holiday Bell。雖然他没有辦法如平常

實生活的經歷, 在聚會中得着實際的幫助, 難怪出席率

人一樣 跟着拍子彈奏，但是音樂带出来是充满快樂，加上

甚高, 連家中的太太們也奇怪為何丈夫去參加每週一次

他的笑容，他的表演也是無懈可撃的。壓軸的 Hallelujah

的 「男人新天地」 好像是上了癮似的, 但看見丈夫的

Hallelujah 是新成立的樂隊，他們的表演為整個音樂會
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轉變, 也就樂於讓丈夫每逢週四晚上缺席家中, 甚至願
意充當司機送他們往中信中心啦!

· 感謝主帶領中心在新址展開福音工作，在過程中處
處見到神的大能、掌管和供應，除了可以繼續提供以
往的活動外，還因應社區的需要而發展新的事工，包
括家長事工幫助父母學習按真理教養子女。
·

14/10/1925 — 4/1/2018
中信創辦人王永信牧師於１月４日於美國安息主懷，各地
中信為王牧師舉行追思禮拜，藉此追憶一代神僕，激勵年
青一代承接宣教使命。一代神僕留下許多屬靈的寶庫給我

請為中信中心的兒童春令營和兒童暑期營及青年夏 們，面對他的離開，讓我們佇足靜思：當我們離開時，將

令營禱告，求神賜予智慧、人手和資源讓中信中心能

留下甚麼給身邊的人？你的墓誌銘會怎樣撰寫？

以真理教導兒童和青年人，幫助他們成長。

(中信國際差會)

· 請為 4 月 28 日的培靈會禱告，求神使用吉中鳴牧
師和團隊幫助信徒們再次燃點靈火和得着復興。

『來自聲 Sing 的你 – 卡拉 OK』的幾位義工，每逢星
新班推介 — 喜樂伸展運動

期一上午 11 時前已開始在中信中心忙碌的打點一切：設

A 班(星期四)1:30pm—2:30pm

置影音、擺設桌椅、預備茶水、接待參加者、主持節

B 班(星期五)9:15am—10:30am

目、現場點歌等等，忙到不亦樂乎，直到下午 1 時 45 分

C 班(星期六)11:15am—12:15pm

活動結束，然後收拾整理，通常下午 2 時後才能坐下匆
匆的吃點東西。而約 20 位的參加者在興高彩烈地選唱之

兒童春令營 : Once Upon a Time

餘，也認識了一班興趣相投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活動藉

2018 年 3 月 12 日-16 日

著福音詩歌，

引領未信主的朋友

有機會接觸福

音，在同唱同樂之

親子讀書會

餘，不知不覺

將福音唱入心中。

培養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幫助學習、啟發
潛能，建立美好的親子關系

雖然卡拉 OK 的

大部份歌曲都是

2018/4/7 – 5/26 1:30—3:00pm

中、港、台的

民歌、流行歌和懷

舊金曲，但義

工們每次都有機會

中信兒童合唱團

輪流分享自己的見證和在主裡個人的經歷等，分享之後

逢星期六 2:00—3:15pm

會以一首相關的歌曲同唱，再加上每次結束時都會齊齊

插班費用請諮詢中信中心

大合唱一首讚美詩歌和一首勵志歌曲，漸漸地參加者都
在潛移默化中開解自己的心結，放開懷抱，同時看到義

「俄巴底禁食禱告 40 日行動」 2018

工們真誠而無私的愛心，感受到來自基督徒的關心，並

2018/2/21 – 4/1

非單在“言語和舌頭”上，而是在“行為和誠實”上，
好像感受到來自“家人”似的溫暖。這正正也是中信中

** 請向中心查詢各項活動詳情 **

心藉著愛心服侍社區而可以將人群帶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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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