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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人生 Come and See 在 2018 年 10 月 5 日舉行了
一場感恩節聚會。

所以燦爛人生 Come and See 關懷系列，是應大眾需
要而設。透過專題分享及小組活動，協助參加者提昇
自我醒覺。將負面情緒，轉化為正面力量。重尋自我
價值及生命意義。促進心靈、家庭、及人際健康，建
立互助群體，綻放生命影響生命的彩虹！

食物豐富，不在話下，但心靈滿足，卻是難能可貴。
參加者在唱感恩詩歌，同頌主恩之餘，很多人都爭相
發言，除了見證神恩浩瀚、也有生活惱人的瑣事、人
生危難、前路渺茫、身體軟弱、家庭危機、情緒低落
和種種經歷掙扎。這些有誰願意傾聽，相助，與你同
行?
當中有一位參加者，分享過去幾年，經歷了幾次手
術。但每次祇有丈夫一人單獨陪伴，沒有其他人可以
援手。至今仍有前面崎嶇艱困的路要走，這個坎過得
去嗎？但她來了燦爛人生 Come and See 幾次之後，
卻感受到這個人生不太冷! 有人願意傾聽！有人會
同心祈求天上的父親！有人能明白自己的心境 !

另外一位參加者，感到中信這個地方有聖靈。以致自
己參加了一、兩次之後，便願意開放自己的心靈，與
同組的人，盡訴心中情 ! 主耶穌坐在父神的右邊，
每天 24 小時，每星期七天，為我們代求。但同時祂
也派了人間天使，與有需要的人結伴同行。其實生命
的歷程，總會遇見困難、掙扎、不幸、抑鬱、無奈、
痛苦、情緒低落的時候。這種心境，人人都似曾相識，
幾乎無人能倖免!

生命的成長總會經歷困難、掙扎、抑鬱、無奈和情緒
低落的時刻。這種心理狀況，幾乎每個人都似曾相識。
中信中心從 2018 年 8 月份開始，展開了一系列《燦爛
人生 COME AND SEE》的主題探索:例如「處理悲傷
感」、「從不受支持到自信」、「從失望到盼望」、
「化解怨憤的能力」、「我的幫助從何而來」、「如
何克服無用感」、「勇者不懼」等等都是我們經常遇
到的情緒困難。而 2019 年 1 月開始又有新主題去認識
自我，內容包括「原生家庭」、「人的大腦構成和思
維模式」、「愛的需求及表達」、「瞭解自己的限制
和能力」、
「現在面對的掙扎」、
「現在面對的壓力」、
「認識自己的情緒」、「認識自己深處的需要」、「面
對自己困難/遭遇的解碼」、「如何愛惜自己」和「欣
賞自己，生命更新」等。
從小組討論及分享，以至講員的講解，最終從聖經帶
出的答案，都令參加者有深深的領受及迴響，以至參
加者人數日漸增加，亦讓我們認識社區實在有這需
求。
《燦爛人生 COME AND SEE》這活動於逢星期三下午
1:00 - 3:00 舉行。盼能令參加者走出陰霾，活得更
有力、更精彩、更光明、更燦爛、更有意義和更像主
耶穌的人生。

多倫多中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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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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22 日當天，多倫多中信自從搬進東
方廣場後，首次在中心大廳擧行音樂會。從籌備、宣
傳、佈置都由各方專才義工合力輔助完成。會場設了
150 個座位，一個青年組的和一個兒童組的義賣攤
位，各自為他們的事工籌款。會場門外亦有婦女組的
義賣攤位讓排隊入場的嘉賓可以一面等待入場，一面
聽婦女組的義工們介紹中信的節目和事工。場内的舞
台上擺設充满聖誕氣氛的聖誕樹、環保塑膠杯組成的

巨型雪人；牆壁上掛满了色彩繽紛的紙花；屋頂吊着
不同形狀大大小小彩色的球或掛飾等，加添許多喜慶
熱鬧和温暖。
當所有工作人員和表演嘉賓在做準備的時候，前來的
觀衆都持有預先派發的門劵，有秩序的在門外排隊等
候。一切準備就緒，正式開始節目是下午二時，有歌
者用歌聲唱出、小提琴家、豎琴家、古箏家、中樂家
分别彈奏多首美妙聖誕樂曲。還有幻術表演和聖誕訊
息分享。緊凑又豐富的度過了两個小時。會後同樣有
義工們用愛心炮製的多款茶點供大家享用，美味和多
樣款式點心讓大家大快朵頤。因為台上的佈置實在漂
亮，許多嘉賓都忍不住争相在台前拍照留念。
中信更準備了小禮物給所有嘉賓，人人有份，就像主
耶穌降生的禮物，只要接受，就可以平白得到。我們
在這個普世歡騰的日子裡大聲讚美，向世人宣告救主
基督降生的極大喜訊——聖嬰誕生了。

現代人聞癌
色變, 即使
自己不是癌
症病患者都
總有親友患
上癌症。中信
中心有見及
此，希望通
過：健康食療、保健運動、心理健康和專業指導等各
方面，幫助社區人士認識癌症成因，並能鍛煉身體，
提高免疫能力，預防癌症的形成。
如果已是患癌朋友，亦因一些專業知識，或同路人的
經驗和心得分享，以致能積極面對病情，與癌共舞！
目前，保健抗癌小組的目標和每次主題，都是朝向:
健康食療、帶氧運動、關顧禱告、專業意見和積極態
度這五方面邁進。
其中一位組員在 2017 年 1 月確診患上第四期癌症，連
骨髓也有癌細胞，治療期間，身體和心靈一日比一日
差，感覺沮喪和抑鬱。但感恩的是，她在病中遇到一
位基督徒帶領她相信耶穌並參加教會聚會，也參加了
中信的「婦女新知」，認識了一群好姊妹，並參加中
信的查經班。目前雖然要接受標靶藥治療，但醫生卻
稱讚她是「甲級學生」，復原理想！
另一位參加組員從 2013 年開展了「癌症之旅」，她深
深感受到給予她最大助力的都是些過來人，他們經歷
了神的醫治，體會了主耶穌的相知同行的甜蜜，以致
她亦希望將神的大愛，與其他同路人分享。

目前癌症病患者，及一些有心人，共同親手做了一些
非常精美及印有勉勵之言獨一無二的安慰卡，以超低
價格，出售給任何人士作探病之用。這些安慰卡，加
入了製卡人的禱告、心意、祝福的元素在卡內，用起
來自然起到積極、正面、鼓勵的作用啦！

每週三次都會見到 Mary Wong 黃老師，配合悠揚音樂，帶領學
生進行「喜樂伸展運動」。一小時後，師生們身心鬆弛，心境
愉快地離去！
從選曲，配合歌詞，設計伸展動作，Mary 都親力親為。務求詩
歌、動作、都是先感動自己，再將感動，透過伸展運動，帶給
學生。Mary 笑容燦爛地說:「我最喜樂的是一眾參加者，在開
心的運動中，建立一種彼此信任的關係,藉詩歌、舞蹈，觸動
人心。從而令人認識天父，可以助人於無形，卻又具永恆價值！所以我越做越開心，上帝賜我靈感滾滾來，真
是感謝天父！」
一眾學員每月一次共進午餐，彼此傾心吐意，互訴衷曲，建立一種凝聚力，成了一個互助小組。有一次，一位
參加運動的長者，特意提早到來，拉著 Mary 為她禱告。原來她與兒子失去聯絡已達五年之久，心中萬分掛念
兒子。Mary 便在下課前，與全班同學同心懇切向神禱告。其實禱告時，他們也是茫無頭緒，因為壓根兒不知道
她兒子身在何方！但神卻是一位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祂感動了這位兒子在幾天之後，致電給憂心忡忡
的老母親，告訴媽媽，自己目前身居美國某處工作。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全能上帝，祂作事總是神機妙算! 能人所不能，使無變有的上主，不但答允了
一衆同學的禱告，安慰了這位母親的心靈，而且在未信的人中間見證了神的大能。無怪乎每年中信的愛心足印
步行籌款，Mary 及她的學員都多次蟬聯籌款冠軍，2018 年也不例外。可見「喜樂伸展運動」的學員對中信的
向心力有多強了!

多倫多中信中心，於 2018 年 10 月 6 日下午舉行"小城宣教
分享會"。由溫哥華中信遠道而來的小城宣教事工主任尹
少玲傳道和數位小城宣教隊長、隊員，介紹小城宣教。
加拿大中信一向都有小城宣教事工，與各地教會合作，定
期差派探訪隊，探訪散居加國小鎮的僑胞。將基督的信仰，
神的愛及關懷帶給他們。用愛心和聖經的話語栽培他們，
忠心跟隨主。
分享當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 81 歲的姊妹，退休後,在溫哥華中信，參加了十多年的小城宣教，至今
仍頻頻出隊，不知老之將至。因為她的信念是:「自己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因為這位老姊妹的擺上，有一位小鎮的餐館老闆，由"不信"而漸成"初信"，由"初信"而進展至將自己家中的
地庫裝修成可供人居住，用以接待來小城宣教的探訪隊，多麼令人鼓舞的真人真事啊！
因為探訪隊在小城宣教中，發覺一些基督教異端，往往很努力地向這些小鎮居民，傳他們的"禍"音。所以，
在同日下午，中信舉辦一場"如何辨別異端"的講座。基督徒自己先懂得分辨異端和異教，到傳福音時，便能
明確地傳揚純正福音，更有效地領人歸主，能在當地建立信仰純正的群體了！

·求神使用中心於三月舉辦的春令營，為籌備工作、

招募義工和參加者禱告，並祈求通過耶穌基督的
愛和真理將真光帶給這些孩子和家庭。
·請為關顧事工禱告，包括長者大廈探訪、癌症互助

小組、情緒關顧事工和各事工的關顧跟進，求神興
起義工加入關顧服侍的行列。
· 中信中心將於四月十八日在中華文化中心放映電

2019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 4 時到 6 時，有八十
多位義工出席了在中心舉行一年一度的義工感謝會，
濟濟的歡聚一堂，一起高聲和唱讚美主，也一起輕鬆

影 “逆流大叔”，目的是配合中信男人事工對中
年男性的關懷和探索生命意義，並為關顧事工籌
款。求神帶領整個項目，包括籌備、宣傳、人手和
跟進等工作，以致能完成神自己的計劃。

愉快的參與遊戲，平常沒有見過面的或少碰面的，可
以互相認識分享、鼓勵互勉，機會實在難得。此外，
鍾敏玲傳道的分享和鼓勵，提醒我們耶穌基督十架的
寶貴救贖，這就是我們服侍的動力啊！
當中的義工有小至 7 歲的，從小跟著母親參加中心的

活動，進而服務中心，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大部分

招聘同 工

義工是成人，他們有些正在工作，有些已退休或是照
顧家庭的，他們仍然願意貢獻他們的時間和恩賜，在
服務當中充滿了熱情和幹勁，以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忠
心服務人和服侍神。有些年青人義工是被栽培成為導
師，去關懷和陪伴青少年人同行，在過程中年青人義
工自己也不斷成長。而參與『實踐社區關懷課程』的
中學生也學習做義工，在課程中他們可以學習到很多
知識，擴寬眼界、認識自己、建立信心，更能培養愛

中信中心誠聘以下職位 ：
事工統籌
1. 關顧事工
2. 兒童青少年事工
3. 男人事工
求神親自選派合適的工人一起發展城市宣教。

心，學習去幫助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雖然不是所有義工都能參加感謝會，我們在這裡衷
心的向每一位義工表示深深的謝意！如果你還未加
入做義工，你願意來中心服侍，成為別人的天使嗎?

** 查詢詳情請電郵中心主任 Winnie Ng

wng@ccmcan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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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