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



本屆冬令會講員

梁家麟博士曾任《突破》
雜誌執行編輯︐1985年加入
建道神學院︐於20 0 5年至
2018年出任建道神學院院長
︐現為榮譽院長︐參與華人
神學教育超過三十年。

主題信息

以西結書 2 : 1 - 10

2⽉7⽇（星期五）晚上 7:00 - 9:00

主席：彭孫偉傳道 / 翻譯：徐理張牧師
領詩：證道浸信會 (美麗徑堂)

以西結的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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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 環顧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你認為那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呢︖

2. 今天的經文︐與你自己的生活之間︐有甚麽相似之處︖

3. 求神打開你的眼睛︐看見自己有那些得罪神的沒有︖

4. 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靈修日誌 以賽亞書 5:8-24 求聖靈光照 二月八日 (星期六)★

上帝藉著先知以賽亞的話︐譴責當代人的過犯︔不僅是
極重的罪行﹙例如謀殺或搶劫﹚︐還包括其他︐看似不
嚴重的罪惡︐例如︓貪婪、不公平、不公義、欺騙別人

、貪圖享樂、以自我為中心、驕傲自大等。這些在上帝
眼中是罪︐只有上帝是公義的。



侯劍廉傳道（巴拿馬浸信會）

李士弘傳道（羅姆人事工）

Pastor Ray Lee, Gibson Center（蒙古人事工）

專題分享

2⽉8⽇（星期六）下午 1:30 - 3:00

跨文化宣教分享主題信息

以西結書 36 : 16 -38

2⽉8⽇（星期六）早上 9:30 - 11:30

主席：李傳頌牧師 / 翻譯：甄健威牧師
領詩：多倫多城北華⼈宣道會

耶和華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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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息

以西結書 8 : 1 - 18

2⽉8⽇（星期六）晚上 7:00 - 9:00

主席：李傳頌牧師 / 翻譯：甄健威牧師
領詩：多倫多城北華⼈宣道會

以色列民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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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Shum①使命職達

黃明舫牧師②基督化家庭

譚文鈞牧師③再攀高峰

2⽉8⽇（星期六）下午 3:30 - 5:00

工作坊



思考︓

1. 你的心情會是怎樣的呢︖恐懼︖絕望︖

2. 心中會有甚麽說話︖埋怨︖咒詛︖

3. 你會做甚麽︖嘗試用自己的方法︐離關
其他人逃跑︖

4. 讀完今天的經文︐與你現在所面對的危
機和挑戰︐有甚麽提醒︖

5. 神的權能︐與你有甚麽關係︖

6. 若神是我生命的主︐我今天、明天應怎
樣生活呢︖

靈修日誌 出埃及記 14︓5-31 面對困難︐不要懼怕 二月九日 (星期日)★

前面是一望無際︐波濤洶湧的紅
海︔後面是埃及法老王的戰馬、
戰車、馬兵和全軍殺到︕在這〸
萬火急的關頭……試想想︐你是
以色列百姓中︐手無寸鐵的一
位︐看著眼前︐即将臨到自己頭
上的一切……



以西結書 44 : 5-31

2⽉9⽇（星期⽇）晚上 7:00 - 9:00

主席：彭孫偉傳道 / 翻譯：徐理張牧師
領詩：多倫多中華循道會

主題信息 聖殿重建與敬拜更新

54

以西結書 37 : 1 - 14

2⽉9⽇（星期⽇）下午 3:00 - 5:00

主席：彭孫偉傳道 / 翻譯：于斌牧師
領詩：多倫多中華循道會

主題信息 絕望中的盼望



Disclaimer and Declaration免責聲明

I hereby indicate that I have read and agree to comply fully with the
conference regulations listed in the conference handbook. The
conference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personal injury, harm or
death incurr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Also, I acknowledge that the ECCCWC ministry will keep a copy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survey purposes only. ECCCWC will take all
reasonable effort to protec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It will not
be sold or share for commercial solicitation purposes.

I hereby confirmed that I am the parent and legal guardian of all the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8) accompanying me to the winter conference.

1. No delegate should leave the conference site during the conference
without registering at the registration desk.

2. ABSOLUTELY NO consumption of alcohol, smoking, gambling, use
of illicit drugs or pornographic material allowed. Anyone caught
violating this rule is subject to immediate expulsion from the
conference.

3. All delegates (including walk-ins) must register and pay the required
fee.

4. All delegates should exhibit appropriate Christian conduct during
the conference.

5. Without proper registration, he/she is not eligible to attend any
conference programs.

6. Absolutely no changing of room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Registrar.

7. Audio/video taping of any conference proceeding is not permitted.

8. The Planning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suspend the
privileges of any delegate(s) who violate any of the above
regulations up to and including expulsion from the conference. The
decision of the Planning Committee is final and binding. Conference
fee will not be refunded.

本人已詳細閱讀︐完全同意及願意遵守這報名表上的大會規則。大
會不會為任何個人損傷或死亡負責。

本人亦明白大會將保留本人之個人資料以作問卷調查之用。為保護
個人私隠︐資料不會外轉作推銷之用︐而大會的最新消息則會以電
郵公佈。

本人為一同申請的〸八歲以下未成年人仕的父／母／合法監護人攜
同出席冬令會。

1. 參加者未向大會咨詢前︐不得擅自離營。

2. 絕對禁止使用煙、酒、毒品、色情刊物及進行賭博︐違反
者可被即時逐出大會。

3. 所有參加者(包括臨時參加者)必須向大會註冊︐並繳交所
有費用。

4. 參加者於大會內應表現基督徒的操守及行為。

5. 非正式註冊者不能參予任何大會聚會。

6. 未經大會許可︐參加者不可擅自掉換房間。

7. 大會禁止參加者錄音及錄影。

8. 大會有權終止任何違反以上規則者之權利︐包括把違反者
逐出大會。會費將不獲發還。

Conference Regulations冬令會規則



如有任何緊急事件或其他查詢︐請到註冊處。

如遇緊急情況

• 請疏散到停車場︐選擇一個安全位置。

• 冬令會工作人員會巡察建築物。

• 請在同一個地點等待。

• 兒童或青少年節目會聚集在同一個地點。由負責的教師
點人數︐直至到達停車場︐孩子將由家長接回。

• 家長不要到兒童及青少年節目中接孩子︐他們將由教師
帶出房間。

我們感謝所有參加冬令會的肢體。明年我們希望能
再見到你︐大家一起在主內成長。

請留意加拿大華福網頁 https://cccowe.ca
我們願意聽到你的意見︐請電郵到 office@cccowe.ca

加東華⼈ 組織令會
基督信徒 互相激勵
相愛合⼀ 復興教會
研讀聖經 更新⽣命

冬令會工作人員冬令會須知

顧問牧師

馬英傑牧師 Rev. Peter Mah 加拿大華福

譚文鈞牧師 Rev. Francis Tam 加拿大華福

韓錦昌牧師 Rev. Kevin Hon 多倫多中華循道會

籌委會牧者及同工

嗚謝機構／教會
多倫多中華循道會

衷心感謝所有參與籌備冬令會的弟兄姊妹︐祝主恩常溢︕

主席／文書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財政 李傳頌牧師
Rev. Keith Lee

加拿大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影音／總務 李競軒傳道
Pastor Ivan Lee

多倫多中華循道會

饍食 李偉光牧師
Rev. Tom Li

證道浸信會 (美麗徑堂)

註冊／網頁 劉仲雄弟兄
David Lau

加拿大華福

兒童節目 Benny and Christine Lee, and Mei-Ye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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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cccowe.caECCCOWE.caW

416-497-0146P華人教會 天下一心 廣傳福音 直到主臨
Chinese churches in one accor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until Christ's return

晚餐
小組分享

晚餐
小組分享

2020年 2月
7

星期五 時間
8

星期六
9

星期日

上午 8:00 個⼈靈修

8:30 早餐＊
＊只供營友入住令會所安排的旅館

9:30 早晨敬拜
主題信息② 請回到⾃⼰的

教會參加敬拜

11:30 休息 (30分鐘)

下午 12:00 午餐
小組分享

請在3:00前
返回令會場地

1:30
專題分享

跨⽂化宣教分享

3:00 休息 (30分鐘)

主題信息④

3:00開始3:30
工作坊 ①使命職達

②基督化家庭
③再攀高峰

登記註冊
5:00開始

5:00

6:30 休息 (30分鐘)

開幕禮
主題信息①

7:00
:

9:00
主題信息③ 主題信息⑤

閉幕禮

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程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