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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有成博⼠

张谦牧师

罗川传道

讲员介绍



2⽉14⽇（星期五）.
14
FRI

开幕礼 + 欢迎 8:15PM~8:30PM

游戏 9:00PM~9:15PM

小组分享 9:45PM~10:30PM

主题信息 8:30PM~9:00PM

炼爱小站 9:15PM~9:45PM

①你曾对我说

❶爱的预备

2020 ECCCYWC 敬拜队

主席 : 徐理张牧师

诗歌敬拜 8:00PM~8:15PM

营会注册 6:00PM~8:00PM

*日程会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日程会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❷爱的体验 ❸爱的聆听

2⽉15⽇（星期六）. .
15
SAT

休息 10:15AM~10:30AM

主题信息 9:15AM~10:15AM

炼爱小站 10:30AM~12:30PM

②爱情这东西

2020 ECCCYWC 敬拜队

早餐 8:00AM~9:00AM

午餐 12:30PM~1:30PM

休息 1:30PM~2:30PM

诗歌敬拜 9:00AM~9:15AM

小组灵修 (自愿参加) 7:30AM~8:00AM



晚餐 5:30PM~7:00PM

2⽉15⽇（星期六）. .
15
SAT

游戏 4:30PM~5:30PM

小组分享 8:45PM~10:30PM

主题信息 7:15PM~8:30PM

③给寻找真爱的你

❹爱的经历

2020 ECCCYWC 敬拜队

诗歌敬拜 7:00PM~7:15PM

休息 8:30PM~8:45PM

炼爱小站 2:30PM~4:30PM



午餐 12:30PM~1:30PM

休息 1:30PM~2:00PM

*日程会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2⽉16⽇（星期⽇）. .
16
SUN

休息 10:45AM~11:00AM

主题信息 11:15AM~12:30PM

④爱你在⼼⼝难开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青年敬拜队

早餐 8:00AM~9:00AM

诗歌敬拜 11:00AM~11:15AM

小组灵修 (自愿参加) 7:30AM~8:00AM

❺爱的医治

炼爱小站 9:00AM~10:45AM



小组分享 爱火熊熊 9:30PM~10:30PM

主题信息 8:00PM~9:30PM

⑤直叫⽣死相许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青年敬拜队

诗歌敬拜 7:45PM~8:00PM

晚餐 5:30PM~7:00PM

❻爱的盼望

炼爱小站 2:00PM~3:30PM

2⽉16⽇（星期⽇）. .
16
SUN

宣教工作坊 3:30PM~5:30PM

短宣分享 7:00PM~7:45PM



*日程会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主礼 : 谭文钧牧师

2⽉17⽇（星期⼀）. .
17
MON

主题信息 11:00AM~11:45AM

⑥你永远跟着我

2020 ECCCYWC 敬拜队

早餐 8:00AM~9:00AM

诗歌敬拜 10:30AM~10:45AM

圣餐 10:45AM~11:00AM

小组灵修 (自愿参加) 7:30AM~8:00AM

❼爱的重温

炼爱小站 9:00AM~10:30AM



午餐 1:00PM~2:00PM

主席 : 徐理张牧师

主持 : 陈启方牧师

走遍加东和宣教海外各团队同桌午餐,分享讨论

2⽉17⽇（星期⼀）. .
17
MON

闭幕礼+差遣礼 11:45AM~12:00PM

分享会 12:00PM~1:00PM

离营 2:00PM~2:30PM



宣教海外

青年冬令会以色列圣地短宣项目

华福跨文化短宣 (一)

蒙古 2020年 6月底、8月中

华福跨文化短宣 (二)

東歐 2020年 7月中

华福跨文化短宣 (三)

古巴

走遍加东

Kingston
京士顿活水学生团契 (皇后大学)

London
伦敦新生命国语团契 ( 西安大略大学)

加东青年冬令会后续活动...



⼩组祷读程序

15
SAT

FEB

注意

祷读分四步 (聆听、默想、回应、代祷)进行
每步约8分钟︐共30分钟。

① 聆听神的话（完成 Q1︐共计8分钟）
• 安静预备自己的心。(请把圣经合上︐不要
打开。只听指定的人读)

• 当经文被高声读出两遍时︐留心经文中你有
特别感受的词句。

• 安静一段时间︐每人对自己安静地重复这个
词句。

• 在组里轮流分享感动你的词句︐不要分析。

② 默想︓“这个词句与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完成 Q2︐共计8分钟)

• 重读经文 (第三次)。
• 安静默想这个词句与你今天生活的联系。
• 每人简短的分享这个词句与自己目前生活的
联系。

③ 求问神︓“我今天当有什么回应︖”
(完成 Q3︐共计7分钟)

• 当这段经文第四次被诵读时︐思想当以什么
行动回应从这个词句来的感动。

• 在小组里简短地分享。
• (若时间不够︐可以不读第4次︐直接进入分
享祷告。就是︓去除第4次读经︐把Q3和Q4
结合︐共14分钟)

④ 祷告︓每人为自己右边的人的回应祷告。
(共计7分钟)



小组灵修 7:30AM 8:00AM
約翰福音 21:1-14

1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2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
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
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3 西门·彼得
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
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 4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
是耶稣。 5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
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6 耶稣说︓「你
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 7 耶稣所爱的那门
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
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8 其余
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
拉过来。 9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
有鱼︐又有饼。 10 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
拿几条来。」 11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
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〸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
有破。 12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
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13 耶稣
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 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
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Q1 今天提醒你的经文 (词或句)

Q2 这个词句与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Q3 根据经文的提醒︐我今天当有什么回应︖

Q4 自己右手边的人回应祷告。

2⽉15⽇（星期六）. . .



小组灵修 7:30AM 8:00AM
約翰福音 21:15-19

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
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18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
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
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19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Q1 今天提醒你的经文 (词或句)

Q2 这个词句与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Q3 根据经文的提醒︐我今天当有什么回应︖

Q4 自己右手边的人回应祷告。

2⽉16⽇（星期⽇）. . .



小组灵修 7:30AM 8:00AM
約翰福音 21:20-25

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
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
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
何︖」

22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
何干︖你跟从我吧︕」

23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
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
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24 为这些事作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
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25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Q1 今天提醒你的经文 (词或句)

Q2 这个词句与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Q3 根据经文的提醒︐我今天当有什么回应︖

Q4 自己右手边的人回应祷告。

2⽉17⽇（星期⼀）. . .



筹备委员会

特别鸣谢
张绿绮姐妹
卫庆霞姐妹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海報及手册制作
刘仲雄弟兄

营会青年导师
龚明鹏牧师
丁亚军弟兄
李庆国弟兄

陈启方牧师
徐理张牧师
罗川传道

谭文钧牧师和师母
张谦牧师和师母
李传颂牧师和师母

Mina 冯艳
Arvin 华行之
Betty 宫婉祯
Jessie 唐雯
Candace 黄昕

Phyllis 黎君儿
Michael 韩钢
Ryan 蒋川禹
Timothy 陳子東
Joseph 梅迪

Jaime 张培平
Nicholas 尼克
Emery 郭冠麟

2020青年冬令会敬拜队

青年筹备同工
Jason 陈劲元
Betty 宫婉祯
Yan 冯艳
Phyllis 黎君兒

Arvin 华行之
Mia 王辰
Jaime 张培平
Frank 付越

Wenbo 于文博
Sistine 张玲玲
Brendan 范雅各
Ryan 蒋川禹

筹委会牧者同工
陈启方牧师 Rev Qifang Chen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李传颂牧师 Rev Keith Lee 加拿大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筹备会主席
徐理张牧师 Rev Richard Xu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顾问牧师
马英杰牧师 Rev Peter Mah 加拿大华福
谭文钧牧师 Rev Francis Tam 加拿大华福



免责声明

本人已详细阅读︐完全同意及愿意遵守这报名表上
的大会规则。大会不会为任何个人损伤或死亡负责。

本人亦明白大会将保留本人之个人资料以作问卷调
查之用。为保护个人私隠︐资料不会外转作推销之
用︐而大会的最新消息则会以电邮公布。

本人为一同申请的〸八岁以下未成年人仕的父／母
／合法监护人携同出席冬令会。

1. 参加者未向大会咨询前︐不得擅自离营。

2. 绝对禁止使用烟、酒、毒品、色情刊物及进行
赌博︐违反者可被即时逐出大会。

3. 所有参加者(包括临时参加者)必须向大会注册，
并缴交所有费用。

4. 参加者于大会内应表现基督徒的操守及行为。

5. 非正式注册者不能参予任何大会聚会。

6. 未经大会许可︐参加者不可擅自掉换房间。

7. 大会禁止参加者录音及录影。

8. 大会有权终止任何违反以上规则者之权利︐包
括把违反者逐出大会。会费将不获发还。

冬令会规则



Disclaimer and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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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rence Regulations



曹哲培
Fiona
024 Fiona
(微信群编号)

陈子东
Timothy
034 Timothy
(微信群编号)

黎君儿
Phyllis
004 Phyllis
(微信群编号)

First Aid 名单

于文博 Wenbo
416-939-4789
019 Wenbo (微信群编号)

黎君儿 Phyllis
647-992-9760
004 Phyllis (微信群编号)

宫婉祯 Betty
709-749-6871
001 Betty (微信群编号)

营会紧急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