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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哥林多後書 12:9)，我的自信心也漸漸建立起來
了！
在最後一天，心中不捨這些孩子和青年人。他們一張一張
熟悉的臉孔，代表了一個一個不同的生命。每個生命都有
神所賜寶貴的靈魂。上帝實在珍惜、寶貝每一位祂所創造
的人。每個屬祂的人，在父神心目中都很獨特。每一位都
是天父心目中很有分量的心上人！但願上帝與老師，同
工，學生，助手，代禱者，天天同在同行。 引領各人天天

都活在神的心意中。人生每一步，都滿有神的恩典和能
力。2018 年度的兒童暑期夏令營結束了。但人與神的關

「我是誰?」是中信 2018 年 7 月 3 日至 27 日的兒童夏令
營主題。通過探討: 感恩、服從、誠實、專注、喜樂、勤
學、創意、忍耐、仁愛、滿足、智慧、信心等 12 個分題，
孩子們學習了如何在品格上塑造成「我是誰」這個主題。
更重要的是透過夏令營，孩子們及中學生助手能有機會
接觸基督教信仰 。一個月下來，當中有人重生得救、有
人校正自己的信仰、有人從拾生命的意義、有人重新思考
前路、有憤怒青年柔順下來。這些都是出乎意料的收穫。
上帝作事，神機妙算，出人意表。

係卻存到永遠。因為「神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
們到底！」（約翰福音 13:1）

〈後記〉
8 月份時,有三位參加 7 月份夏令營的孩子，祇有 4-5 歲,
隨著母親來中信中心。 他們一遇見我立即一擁而上, 並
開口一起背誦在夏令營學習的聖經金句。當時真令我心
花怒放,因為過了幾個星期,他們仍能憑記憶背誦。但願
神的話語存記他們心中，成為一生的幫助！
備註: 因中信今年沒有申請政府暑期工作資助，改用中學生做
兒童夏令營的助手

正所謂: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同工付青和義
工老師 MARIA, 兩人的合作，
也非常緊湊，
忙碌，
愉快...。
隨著兒童和中學生助手(參考備註) ，每日的反應，教學
內容，得隨時更新變化。也感受到聖靈親自同工的奇妙能
力。這位隨時賜智慧的神，消除了我心中的膽怯。因為面
對 4 歲至 16 歲的兒童和中學生，坐在同一班上，要預備
信息分享, 真是很具挑戰性!

一個月下來, 小學生和中學生,都有人決志信主。尤其
是放學後的「個人談道」，更經歷了:「這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這金句的
真實性。也令我相信，多人的禱告（太平洋兩岸都有人
代禱）發出的力量是巨大的，澎湃的。以往我預備暑期
聖經班，都是自己祈禱、備課、上陣。這一次覺得自己
軟弱無力, 必須邀請多人代禱，多人禱告的力量令我覺
得總有一股力量托住我。我切身感受了神的話：「我的

林曼琪
在中信當記者, 轉眼已有三年之久。起初是為了報導中信
各項活動而寫。但在中信中心，往往聽到,見到,同工和義

工們,在日常生活或中信活動中經歷上帝的神機妙算,神
恩浩瀚,天父出人意外的帶領,或盡訴心中情的分享,感受
到中信是一個有笑有淚的大家庭。於是漸漸感覺自己的職
責,

並非單單為了報導中信近況而已,如果我寫的文章,

連自己都不受感動,又怎麼能感動閱讀的人呢?

下筆之前,先禱告聖靈感動自己,用心靈來寫。正所謂"我
手寫我心", 未知看的人能看到不一樣的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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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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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家庭同樂日暨大匯演，在 8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30 至下午 3 時 30 分，在同工和義工群策群力的合作下終告圓滿完成。
中信所在的三樓，從上午 10 時 30 分各攤位負責人，各就各位。不論是量血壓、量血糖度數、眼鏡維修、有獎攤位遊戲、
剪影活動、腎臟健康推廣活、華夏聖經教會東堂……以及中信本身各項事工的展覽: 男人新天地、癌症互助小組、燦爛
人生講座、婦女新知、基督少年軍、青年人活動等等都落力向絡繹不絕的人群介紹，務求向一些平日不踏足中信的人展
示中信的社區服務。
至於樓下大堂的東方廣場
舞臺表演，從下午 1 時至 3 時
30 分。精彩節目陸續不斷登
場。有中心辦的班組表演，包
括喜樂伸展活動、太極、小
提琴老師演奏、ZUMBA 運動、童
聲三重唱等等，更邀請到古
箏名師 Miriam 彈奏、唱家班的
Jackie 和 Irene 高歌中
外懷舊和流行歌曲、亦有韓國
男孩一團六人表演充滿現代活力的 K-POP 舞蹈、交誼舞
老師夫婦所演繹的曼妙舞姿
等等。又有抽獎活動，內容緊湊精彩，讓觀眾目不暇給，
掌聲連連，吸引了進入東方廣
場的顧客，駐足觀看，並坐下欣賞。數以百計的人在熱鬧的節目中知悉了中信各項活動。
在舞臺旁邊的兒童事工攤位：介紹了中信的春/夏令營、家長成長小組(與你同行)、親子讀書會、兒童創意繪畫班(異想
天開)、以及扭氣球、面繪活動、慈善義賣等，都吸引了很多人參加。
中信舉辦一天的家庭同樂日暨大匯演，事前及當日動員了很多人力物力，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服侍鄰舍和推廣中信服
務，最終是為了實現中信的使命: 「將教會帶入人群，將人群帶回教會」，用服侍社區的方式向眾人顯示主耶穌的愛。

中信一年一度的愛心足印步行籌款於 9 月 8 日在士嘉堡美麗徑公園順利完成了。是日天朗氣清，參加者有坐輪椅的、
手拿柺杖的，坐嬰兒車的、有健步如飛的，遠道而來的，超過一百六十人齊齊參與，雖然涼風習習，但參加者及工作
人員的内心卻充滿了熱誠及喜樂。
一群負責登記的義工一清早來到，收集表格及數點款項，默默地、專心地努力計算，務求精準。而負責音響、橫幅、場
地的弟兄們也早早到達，有條不紊地預備和佈置一切。一組年輕力壯的年青人和一些弟兄持著路標，冒著涼風站崗在適
當位置，指示行走方向，一站就是兩小時，真不容易啊！
在起步前有熱身運動 - 太極和
照後，教會讚美樂隊現場領唱一
鍾敏玲傳道分享了一個有意義的

伸展運動，各適其式。跟著全體大合
起讚美神，然後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
故事，並鼓勵大家當還有能力時，就

要盡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最後
他們創作的《起步歌》，並帶領著
直前的鼓舞氣氛！行行重行行，
時，
「 喜樂伸展運動」隊以些微之
軍！興高采烈地圓滿完成了是次

「 男人新天地」的男士們，高聲齊唱
大家開步走，令現場人士增加了勇往
直至步行完畢。宣佈隊際籌款冠軍
爭險勝了其它隊伍，雀躍地取得冠
的步行籌款。

其實事前的準備功夫實在不少，例如設立捐款網站、宣傳、登記、聯絡、找贊助商、採購紀念品、邀請和安排急救人員、
攝影師和各崗位義工、預備物資和路標等等，都是群策群力的成果。幾位籌備委員會成員，早在年初已開會及分配工作，
按時進行，並同時出版一本家庭健康手冊, 名為 《引、隱、瘾，忍無可忍！》，內容是有關大麻、賭博和染上癮癖的
害處，怎樣預防和處理的方法。編輯和出版這小冊子已用了籌委成員的不少心血，當小冊子及時出爐時，大家才鬆了一
口氣！
真是主恩滿滿，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標，在各人同心協力和愛心奉獻之下，竟達成了八萬元的目標啦！支持中信中心繼續
為每年超過二萬人次提供多種有意義的社會服務和城市宣教。我們又一次經歷了神的慈愛和豐盛的供應！哈利路亞！

他們的得著和領受比付出和辛勞更豐盛，因為隊員們與神
的關係、禱告生活、屬靈生命、語言能力、表達能力、溝
駐守泰國北部的昌孔教育中心，由中信派出的宣教士 - 馬
小雲宣教士和她的同工，以及學生們在每年暑假都期盼著
中信短宣隊飛越太平洋，空降昌孔教育中心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英語教學及英語夏令營。
同工 Elsa Chan 過往七年於暑假帶領著一隊 16 至 24 歲的
青年人， 風塵僕僕，不辭勞苦地飛往天氣酷熱的泰北長達
一整個月。離開清涼的多倫多，卻留在沒有空調的教育中
心，難道他們不怕高達 40 多度的炎炎夏日嗎？還要一個星
期工作七天，早午晚都排滿了工作時間表的挑戰。此外，還

要加上蚊蟲的滋擾，因太熱不能入睡，自己洗衣服，天天吃
異地的食物！適應異地文化，隊員之間互相合作，共吃共
住，解決突發性的困難，磨合相處，彼此尊重等等。這一群
青年人，簡直是自討苦吃！但這卻是苦得有價值。因為他們
認同，教育中心的辦學理念。

通技巧、人際關係、適應異地文化環境都在短短的日子裏
猛然成長。年青人嘛！往後的日子還長著呢，這種成長往
往影響一生哩！所以短宣隊員是蒙了憐憫，被神選上的有
福之人。
鳥倦知還，短宣隊平安在八月回歸多倫多了! 今年是第七
年泰北短宣隊最大挑戰的一年! 有隊員因病入院, 有隊
員鬧情緒……。正所謂:"no pain, no gain", 經歷了艱
辛，激動，忙碌和挑戰的一個月短宣旅程，青年隊員成長
了! 改變了! 連臉容也不同了!

鄭倚華

透過教育，展開基督教信仰: 生活就是事奉，事奉就是生
活，生命影響生命，生命建立生命
教育中心大部份學生是走讀生， 部份是寄宿生，並附設孤
兒院及教會，是三合一的基督教機構，從幼稚園至高中生，
都是福音對象！他們天天來，是父母為了讓子女受優質教
育而來。還有，每年都有一隊大哥哥和大姐姐來一個月。他
們設計和教授英語課程，以及他們的福音信息，都令他們得
益不少，他們真是有福的人啦！
短宣隊員們在北美的屬靈生命並不落實，也不清晰。但經此
一"飛"，飛往遠方實踐耶穌的大使命，令他們的生命反思往
往是又深又遠，個人成長更是又廣又闊嘞！隊員們每天寫

我在中信的故事，從 2015 年加入《與你同行》 親子兒

日誌，聯絡代禱者，所以這些年青人返回北美的家後，往往
親自感受了神的作為，更深體會了神國度的擴展。這種形式

愛和祝福；尤其在統籌 2018 年《少年聯結心》(Youth

的特種門徒訓練令他們的屬靈生命跨進了一大步!

聖靈在一班青少年及同工身上的工作何等奇妙。

一個月下來, 短宣隊歸來時，好像是身心俱疲。但事實上，

今年青年夏令營的主題是： 護老；目的是推動青少年走

童事工成為義工開始，然後在 2017 年成為暑期生，到今
年擔任暑期青年事工統籌，處處都可述說神的恩典、慈
Connected)的過程中，見證到神的供應何等豐溢滿盈、

出自己的「安全地帶」，走進社區服侍長者。在夏令營期
間，他們不但對長者的日常生活、面對的困難 (以及祝福)
更加了解，亦切身體會到自己有一天也會變老呢! 整個星
期的高潮，是探訪一間護理院，並且把過去一週所學的付
諸實行，為長者表演節目及送上禮物。
我不敢說此夏令營毫無挑戰，但我可以肯定地宣講神在過
去一個月給我們的豐富預備和無限供應。今年報名參加夏

令營的人數特別多，感謝神， 讓我和同工得以向 23 位青
轉下頁

續上頁《上帝是綽綽有餘 》
少年見證主愛， 也見證許多青少年生命的改變，猶如小毛

蟲結繭蛻變、化身成蝴蝶。每當他們對我的信仰和上帝提
出疑問，我只會肯定地回答: 是聖靈在我和其他人身上作
工。透過這些青少年的改變，我看到神的恩惠、慈愛、美
善與榮耀：我看到他們如何從內向、疑惑，變得滿有喜
樂；從被動、缺乏安全感，變得自信、積極參與；從躲在
後頭到走在前頭擔任領袖...這種種改變都不是出於我們，
而且聖靈的恩典與大能叫
這些青少年在主 成長，
變得更堅強。這實在是何
等奇妙!

·感謝主保守帶領中心整個暑期的兒童青少年和外展活
動，讓我們經歷上帝的掌管萬有、慈愛信實！讚美主 ！
·請為 12 月 22 日舉行的聖誕音樂會禱告，求神使用這個
音樂會讓更多的未信者聽到美好的福音信息 。
·請為中心的兒童青年事工和關顧事工的發展禱告，因服
務需求大增，但中心人手不足，求神供應合適和有心志的
同工和義工 。

神既給我足夠的力量，也
供應所需的資源。從起初

活動推介
擔心物資
和資金不
足而四出
張羅，到得
悉一切都

星期三 1:15pm—3:15pm
生命的成長總會經歷掙扎、困難、情緒低落的時刻。我
們不會在此作出任何判斷，但卻願意傾聽，與你同行

足夠有餘，
2018/10/6 (星期六) 2:00—3:30pm

叫我立時記起神如何處處供應，使我的福杯滿溢（詩篇
23）。7 月初加入後，我還要籌組同工團隊，也知道若然人
手不足，實在難以應付這麼多青少年。憑著信心和禱告，
神回應了我的需要，感動了多位弟兄姊妹加入一起事奉，
組成了強大的團隊。我想藉此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
Elsa, Mary, Josephine, Mark, Ryan, Eunice, Jas-

2018/10/6 (星期六) 3:45—5:30pm

興趣班推介
(星期一) 1:30—2:30pm

mine, James, John, 和 Janice : 沒有你們對神的信心、
對事奉的忠心和對青少年的愛心，這夏令營肯定得不到這
樣的成果。

(星期三) 10:00am—12:00pm
(星期六) 2:00—3:15pm

我也藉此鼓勵大家：神的供應夠我們用；不！祂的供應綽
綽有餘！你只要憑信心交托給祂、倚靠祂。我們都是不完
全、破碎的人，然而在祂裡面，可以找著平安、滿足。
哈利路亞！
** 請向中心查詢各項活動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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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