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ance Missions
Immersion Program
Every year, since 1971, young people — just like you — have 
come to Mexico City. Not for vacation. Not to pad their 
resumes. Not to earn a salary. But because Jesus Christ has 
called them to serve.
Avance is a missions immersion program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Live with a Mexican host family, serve in local ministries 
throughout Mexico City, learn Spanish. Do it for a summer or 
for a whole year — either way, you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Ministry Platform
· Bicultural church ministry, Iglesia Cristiana China
 de Mexico
·  Children ministry, Chilmalhuacán, Neza, Mexico City
·  Teaching in MK school (home-school co-op)
·  Avance ministry partners

 - Church ministry, Orphanages, Christian school, Christian  
  Social ministry, Micro-finance, Christian medical clinic,
  Rehabilitation center
 - Pioneering outreach ministry (in Chinese)

8 WEEKS CROSS-CULTURAL INTERNSHIP  
JUNE 12 – AUGUST 9, 2019

COST FOR GOI APPLICANTS: 
COST CAD $2182 plus airfare and travel insurance

1 YEAR PROJECT MISSIONARY
Third week of SEPTEMBER 2019 – Last week of AUGUST 2020

COST: 
CAD$1500/month, plus airfare + books + travel expense

GOAL & ORIENTATION
·  To nurture young Christians for future missionary
 and Christian service
·  No seminary training required, yet welcome
·  English as background with Spanish as contextual

LEARN / LIVE / SERVE / SUPERVISED
·  LEARN Spanish in the megacity of Mexico
·  LIVE with Mexican host family
·  SERVE in local Mexican churches / Christian Org.
·  SUPERVISED and mentored by experienced GOI
 and LAM missionaries

3E IN NATURE
EXPLORE

EXPERIENCE
ENGAGE

To seek God’s will for your life
feel

Build relationships in church ministry 

Action Plan 2019

NEXT STEP: 
CONTACT GOI CANADA OFFICE
Canada: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email: info@gointl.ca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www.canada.gointl.org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加 拿 大 通 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國 際 總 部

會牧: 陳道明牧師

總主任: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王欽慈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差傳教育： 李胡美儀師母

加 拿 大 辦 事 處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主任助理:  黃關寶瑩師母

 黎夏麗娟女士

加 拿 大 委 員 會

顧問：    麥振榮牧師

 馬英傑牧師

 王乃基牧師

主席：    郭文潭牧師

副主席:   李偉庭弟兄

財務：    黃少明牧師

文書：    黃基業弟兄

委員:       梁劍雄弟兄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號那裡，對著會幕的四圍安營。”(民數記2:1-2)

這是2019年2月剛過去的家庭日長週末，在多倫多舉行的加東華人基督徒(國語)青年冬令會的主題經文。加拿大華人基

督徒青年冬令會的發展接近60年，多年來栽培了不少教會領袖，鼓勵很多青年基督徒獻身侍主，今天很多教牧同工都是

昔日在冬令會中獻身，對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發展有深遠影響，以下簡述加拿大冬令會的發展及其帶來的青年獻身運動。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早於1961年在加拿大中部沙省雷城(Regina)舉行，當時由曾在中國宣教多年、後來在加

拿大聖經學院任教的包忠傑牧師(Rev.	Paul	H.	Bartel)、一位熱心華人福音工作的姐妹莊寶石女士(Ruby	Johnston)、和

一些華人基督徒包括官維正醫生夫婦一起發起，他們早於1950年代中期向當地華僑及華人留學生傳福音，並且於1955

年成立華人基督徒團契，至1961年初成立第一間加拿大華人宣道會：雷城華人宣道會。包忠傑牧師夫婦非常關心華人留

學生，常常接待他們到家中聚會及用餐，為了避免留學生在聖誕節至新年的寒假在異鄉中孤單度過，於是聯同鄰近城市

的華人基督徒一起組織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下稱加西冬令會)，第一屆加西冬令會雖然只有35人參加，卻帶來

了往後幾十年的青年基督徒的獻身運動。加西冬令會在雷城的加拿大聖經學院神學院舉辦了多屆之後，展轉移師到亞省

的三山草原聖經學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班芙的Banff	Convention	Center、卡加里、愛民頓、以致卑斯省的溫哥

華輪流舉行，聚會也從起初以粵語為主，發展至後來粵語、英語平衡聚會，每年都吸引數百至一千多人參加，甚至有青

年基督徒乘坐飛機或長途巴士從多倫多前往參加。

	 由於加東地區的基督徒參加加西冬令會的路程遙遠、旅費不菲，於是在已故的陳耀基牧師、Rev.	 Stephen	 Knights

及其他牧者推動下，1972年聖誕節及新年期間，在多倫多華人宣道會舉辦第一屆加東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下稱加東

冬令會)，就這樣加西冬令會延伸至加東區，後來因為參加人數逐年遞增，於是移師至近多倫多國際機場的酒店內舉行。

初時，加東冬令會以粵語為主，後來因為國語事工的興起，加東冬令會於1990年代開始以國、粵雙語進行，對象仍是華

人基督徒青年。自此，每年12月底，加東和加西分別舉辦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加西冬令會甚至註冊成獨立機構去主

辦。2000年，加東冬令會交由加拿大使者協會主辦，而且漸漸轉變成學生領袖訓練營。然而，由於香港留學生遞減，

加東、加西兩地的冬令會青年基督徒參加者不復往昔，加東區尤甚，兩地的冬令會也轉型以家庭參加者為主的基督徒冬

令會。在麥振榮牧師和馬英傑牧師的鼓勵及加拿大華福的幫助下，2008年重新舉辦加東冬令會，2008及2009年在多

倫多西面的證道浸信會美城堂舉行，2010、2011及2012年則移師至近尼加拉瓜大瀑布的聖嘉芙市(St.Catharines)一

酒店內舉行，2013年則停辦了一次。然而，經過2011年第50屆加西冬令會再現千人盛況的鼓勵，加東冬令會重組籌委

會，將加東冬令會重新駐足多倫多，並且在2014年開始，改於每年2月中的安省家庭日長週末，在多倫多中華循道會及

隔鄰的酒店內舉行。

	 過去六年，加東、加西兩地承接冬令會的使命，參加者雖然以家庭為主，兩地參加人數都穩定在200至400人左右。

去年2018年聖誕至新年期間，在愛民頓舉辦第58屆加西冬令會；今年2019年2月在多倫多則舉辦第46屆加東冬令會，

並且首次在兩個週末舉行，第一個週末先以粵語舉行冬令會，第二個週末再舉行國語青年冬令會。這是首次在加拿大舉

辦國語青年冬令會，全時間參加者有175人，加上青年導師及即場參加者共有約350人參加，當中以中國留學生為主。

大會期間播放了兩影片，一套是有關宣教士來華的事跡，另一套是有關一百多年前西方宣教士推動下的學生自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當年很多基督徒大學生獻身宣教，包括當年的“劍橋七傑”，對二十世紀的普世宣教

有深切影響。冬令會的參加者深受感動，最後共有58位青年基督徒回應呼召，走到台前簽下獻身侍主聲明，場面感人。

	 過去近60年來，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在加東、加西兩地的發展，已經成為神使用，呼召華人基督徒青年獻身

的機會，期望加拿大華人教會延續冬令會的使命，再次帶來青年獻身運動。

李傳頌

纛下集結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與青年獻身運動纛下集結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與青年獻身運動

2019年3-4月



認識柬埔寨  認識柬埔寨  

差傳通識教育暨導師訓練
一.	聖經根基：	 神的使命藍圖

	 	 神子民的使命

	 	 聖子耶穌的使命

二.	歷史見證：	 近代福音遍傳

															 	 華人差傳綜覽

	 	 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三.	跨越文化：	 認識文化與普世差傳

	 	 華人文化與宣教

	 	 跨文化宣教錦囊

四.	實踐參與：	 認識普世發展與宣教機會

	 	 認識普世的未得之民

	 	 實踐大使命的基督門徒

五.		導師訓練：	差傳通識教育導師訓練

一個具華人教會特色的差傳基礎課程，共14小時課程。

費用：	 CAD$	60	(包括課本及講義)，夫婦一同參加一位免費旁聽。

授課語言：	 華語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李胡美儀師母

Winnipeg 溫尼伯
日期及時間：	3月22日	(星期五)			7:30pm		-		9:30pm

	 3月23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3月24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3月25日	(星期一)			7:30pm		-		9:30pm

地點：温城華人宣道會	(261	Colony	Street,Winnipeg,	MB)	

Calgary 卡加里
日期及時間：	4月	6日	(星期六)		2:00pm		 -		6:00pm

	 4月	7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4月	8日	(星期一)		7:00pm		 -		10:00pm

	 4月	9日	(星期二)		7:00pm		 -		10:00pm

地點：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6600	Country	Hills	Blvd	NW,	Calgary,	AB)

報名及查詢：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對象：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又願意鼓勵別人參與的基督徒

內容：禱告、靈修、差傳信息、短宣分享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3月18日	/	4月29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至9時

差 傳 使 命 團 契

夏麗娟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會友)

二十多年前因著一位宣教士的分享，認識了“柬埔寨”這個地方，貧窮、落後，充滿著歷史的傷痕。她是我渴望去

短宣的地方，卻因種種因素，總是踏不上這遍土地。上帝的憐憫，讓我人到中年終可如願以償，在2019年踏上征途。

初到貴境，接待的宣教士提醒我們，先認識當地文化。踏出首都金邊國際機場，沒有預期的貧窮落後，卻像置身於

十多年前的中國。我們被安排去探訪一所學校和作老師訓練。我所接觸的當地兒童很受教，在學習的過程蹤然他們力

有不遞，但仍用心去試去做，令我很感動。很有趣的就是他們放學的時候，都會對每一個老師說:「Goodbye	 teacher,	

see	you	next	week!」說錯了還得重頭再說一遍才肯離開，實在可愛。小孩就是那麼率直、那麼簡單。盼望主的愛在這

班可愛的小生命上能扎根成長，成為他們一生的引導。

我們亦走訪了金邊市數間教會，看見神的恩典豐厚愛柬埔寨。祂差派了不同的宣教士，甘願放下自己，在這個佛教

已根深蒂固的國家，不斷的為神打拼，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為這個曾受傷的國家帶來了真正的平安。我們亦接觸到

很多年輕人，當中的導師們看起來只是十多歲的小伙子，卻原來都已三十多且已成家。他們很有活力，有衝勁卻感覺

很幼嫩，著實需要屬靈的導師去帶領著他們，求主堅固他們，深盼他們事奉的熱誠不會減退。再者神為我預備了很好的

短宣隊同工，學習彼此配搭，用心服侍。神再次提醒我：「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林後12:9)	。我本來就是不配，每次的短宣都是經歷神，認識柬埔寨，是一次難忘的短宣之旅。

黃關寶瑩師母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會友)

柬埔寨對我來説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一月份竟然有30度的高溫，到步後才知道當地只有兩季-雨季及旱季，所以經常

吃到熱帶地方出產的水果例如山竹、火龍果、芒果等。除了物資豐富之外，宣教士更將柬國近百年的歷史向我們講解，

當然少不得1975-79年間赤柬種族清洗的歷史及參觀大屠殺博物館。

聽完這個民族的歷史，親眼看見集中營的圖片及刑具，令我更明白今天生活在柬國的人民的心路歷程，有些人批評

他們是「今天有酒今天醉」、「向錢看」、「沒帶腦袋上班的人」的一群，誰可以想像到他們的生命是曾經經歷破碎，

唯有基督的拯救及犧牲的愛，才可以徹底醫治。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3月1日	/	4月5日	/	5月3日	(星期五)，

	 早上9時半至10時半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差傳代禱：
	 1.	 加東青年冬令會在2月15至18日於多倫多舉行，有超過200人參加，當中有58位青年人回應主的呼召，奉獻一生	

	 	 事奉主，現正籌備7月份舉行的獻身者跟進營和10月份的訪宣體驗，請代禱。

	 2.	 特約宣教士張舜娥姐妹及江從星傳道已於2月中到達巴西里約協助述職中的宣教士牧養教會，請代禱。

	 3.	 差傳通識教育課程於愛民頓(3月8至10日)、溫尼伯(3月22至25日)及卡加里(4月6至9日)舉行，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將於4月13至18日前往香港及到澳門主領聚會，又於4月24至27日前往巴西聖保羅參加第6屆泛美華	

	 	 福會議，請代禱。

差 傳 教 育



認識柬埔寨  認識柬埔寨  

差傳通識教育暨導師訓練
一.	聖經根基：	 神的使命藍圖

	 	 神子民的使命

	 	 聖子耶穌的使命

二.	歷史見證：	 近代福音遍傳

															 	 華人差傳綜覽

	 	 宣教士的生命見證

三.	跨越文化：	 認識文化與普世差傳

	 	 華人文化與宣教

	 	 跨文化宣教錦囊

四.	實踐參與：	 認識普世發展與宣教機會

	 	 認識普世的未得之民

	 	 實踐大使命的基督門徒

五.		導師訓練：	差傳通識教育導師訓練

一個具華人教會特色的差傳基礎課程，共14小時課程。

費用：	 CAD$	60	(包括課本及講義)，夫婦一同參加一位免費旁聽。

授課語言：	 華語

課程導師：	 李傳頌牧師、李胡美儀師母

Winnipeg 溫尼伯
日期及時間：	3月22日	(星期五)			7:30pm		-		9:30pm

	 3月23日	(星期六)		10:00am		-		6:00pm

	 3月24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3月25日	(星期一)			7:30pm		-		9:30pm

地點：温城華人宣道會	(261	Colony	Street,Winnipeg,	MB)	

Calgary 卡加里
日期及時間：	4月	6日	(星期六)		2:00pm		 -		6:00pm

	 4月	7日	(星期日)		2:00pm		 -		6:00pm

	 4月	8日	(星期一)		7:00pm		 -		10:00pm

	 4月	9日	(星期二)		7:00pm		 -		10:00pm

地點：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6600	Country	Hills	Blvd	NW,	Calgary,	AB)

報名及查詢：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info@gointl.ca

對象：委身在神的差傳使命、又願意鼓勵別人參與的基督徒

內容：禱告、靈修、差傳信息、短宣分享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聚會日期及時間：3月18日	/	4月29日，星期一，晚上7時半至9時

差 傳 使 命 團 契

夏麗娟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會友)

二十多年前因著一位宣教士的分享，認識了“柬埔寨”這個地方，貧窮、落後，充滿著歷史的傷痕。她是我渴望去

短宣的地方，卻因種種因素，總是踏不上這遍土地。上帝的憐憫，讓我人到中年終可如願以償，在2019年踏上征途。

初到貴境，接待的宣教士提醒我們，先認識當地文化。踏出首都金邊國際機場，沒有預期的貧窮落後，卻像置身於

十多年前的中國。我們被安排去探訪一所學校和作老師訓練。我所接觸的當地兒童很受教，在學習的過程蹤然他們力

有不遞，但仍用心去試去做，令我很感動。很有趣的就是他們放學的時候，都會對每一個老師說:「Goodbye	 teacher,	

see	you	next	week!」說錯了還得重頭再說一遍才肯離開，實在可愛。小孩就是那麼率直、那麼簡單。盼望主的愛在這

班可愛的小生命上能扎根成長，成為他們一生的引導。

我們亦走訪了金邊市數間教會，看見神的恩典豐厚愛柬埔寨。祂差派了不同的宣教士，甘願放下自己，在這個佛教

已根深蒂固的國家，不斷的為神打拼，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為這個曾受傷的國家帶來了真正的平安。我們亦接觸到

很多年輕人，當中的導師們看起來只是十多歲的小伙子，卻原來都已三十多且已成家。他們很有活力，有衝勁卻感覺

很幼嫩，著實需要屬靈的導師去帶領著他們，求主堅固他們，深盼他們事奉的熱誠不會減退。再者神為我預備了很好的

短宣隊同工，學習彼此配搭，用心服侍。神再次提醒我：「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林後12:9)	。我本來就是不配，每次的短宣都是經歷神，認識柬埔寨，是一次難忘的短宣之旅。

黃關寶瑩師母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會友)

柬埔寨對我來説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一月份竟然有30度的高溫，到步後才知道當地只有兩季-雨季及旱季，所以經常

吃到熱帶地方出產的水果例如山竹、火龍果、芒果等。除了物資豐富之外，宣教士更將柬國近百年的歷史向我們講解，

當然少不得1975-79年間赤柬種族清洗的歷史及參觀大屠殺博物館。

聽完這個民族的歷史，親眼看見集中營的圖片及刑具，令我更明白今天生活在柬國的人民的心路歷程，有些人批評

他們是「今天有酒今天醉」、「向錢看」、「沒帶腦袋上班的人」的一群，誰可以想像到他們的生命是曾經經歷破碎，

唯有基督的拯救及犧牲的愛，才可以徹底醫治。

內容：了解華傳差會最新動態，為宣教士、宣教工場祈禱。

地點：華傳加拿大辦事處	63	Silver	Star	Blvd,	Unit	C17,	Scarborough,	ON

下次祈禱會日期及時間：	3月1日	/	4月5日	/	5月3日	(星期五)，

	 早上9時半至10時半

華傳禱告會
同心守望

差傳代禱：
	 1.	 加東青年冬令會在2月15至18日於多倫多舉行，有超過200人參加，當中有58位青年人回應主的呼召，奉獻一生	

	 	 事奉主，現正籌備7月份舉行的獻身者跟進營和10月份的訪宣體驗，請代禱。

	 2.	 特約宣教士張舜娥姐妹及江從星傳道已於2月中到達巴西里約協助述職中的宣教士牧養教會，請代禱。

	 3.	 差傳通識教育課程於愛民頓(3月8至10日)、溫尼伯(3月22至25日)及卡加里(4月6至9日)舉行，請代禱。

	 4.	 李傳頌牧師將於4月13至18日前往香港及到澳門主領聚會，又於4月24至27日前往巴西聖保羅參加第6屆泛美華	

	 	 福會議，請代禱。

差 傳 教 育



Avance Missions
Immersion Program
Every year, since 1971, young people — just like you — have 
come to Mexico City. Not for vacation. Not to pad their 
resumes. Not to earn a salary. But because Jesus Christ has 
called them to serve.
Avance is a missions immersion program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Live with a Mexican host family, serve in local ministries 
throughout Mexico City, learn Spanish. Do it for a summer or 
for a whole year — either way, you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Ministry Platform
· Bicultural church ministry, Iglesia Cristiana China
 de Mexico
·  Children ministry, Chilmalhuacán, Neza, Mexico City
·  Teaching in MK school (home-school co-op)
·  Avance ministry partners

 - Church ministry, Orphanages, Christian school, Christian  
  Social ministry, Micro-finance, Christian medical clinic,
  Rehabilitation center
 - Pioneering outreach ministry (in Chinese)

8 WEEKS CROSS-CULTURAL INTERNSHIP  
JUNE 12 – AUGUST 9, 2019

COST FOR GOI APPLICANTS: 
COST CAD $2182 plus airfare and travel insurance

1 YEAR PROJECT MISSIONARY
Third week of SEPTEMBER 2019 – Last week of AUGUST 2020

COST: 
CAD$1500/month, plus airfare + books + travel expense

GOAL & ORIENTATION
·  To nurture young Christians for future missionary
 and Christian service
·  No seminary training required, yet welcome
·  English as background with Spanish as contextual

LEARN / LIVE / SERVE / SUPERVISED
·  LEARN Spanish in the megacity of Mexico
·  LIVE with Mexican host family
·  SERVE in local Mexican churches / Christian Org.
·  SUPERVISED and mentored by experienced GOI
 and LAM missionaries

3E IN NATURE
EXPLORE

EXPERIENCE
ENGAGE

To seek God’s will for your life
feel

Build relationships in church ministry 

Action Plan 2019

NEXT STEP: 
CONTACT GOI CANADA OFFICE
Canada: 416-756-2111 / 1-888-917-2111

email: info@gointl.ca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OFFICE  加拿大辦事處

www.canada.gointl.org GO International Canada

加 拿 大 通 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國 際 總 部

會牧: 陳道明牧師

總主任:  馮永樑牧師

副總主任: 胡惠強牧師

               林俊仁牧師

 王欽慈牧師

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

宣教士關懷： 何俊明牧師

 何梁雙鳳師母

差傳教育： 李胡美儀師母

加 拿 大 辦 事 處

加拿大主任: 李傳頌牧師

主任助理:  黃關寶瑩師母

 黎夏麗娟女士

加 拿 大 委 員 會

顧問：    麥振榮牧師

 馬英傑牧師

 王乃基牧師

主席：    郭文潭牧師

副主席:   李偉庭弟兄

財務：    黃少明牧師

文書：    黃基業弟兄

委員:       梁劍雄弟兄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號那裡，對著會幕的四圍安營。”(民數記2:1-2)

這是2019年2月剛過去的家庭日長週末，在多倫多舉行的加東華人基督徒(國語)青年冬令會的主題經文。加拿大華人基

督徒青年冬令會的發展接近60年，多年來栽培了不少教會領袖，鼓勵很多青年基督徒獻身侍主，今天很多教牧同工都是

昔日在冬令會中獻身，對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發展有深遠影響，以下簡述加拿大冬令會的發展及其帶來的青年獻身運動。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早於1961年在加拿大中部沙省雷城(Regina)舉行，當時由曾在中國宣教多年、後來在加

拿大聖經學院任教的包忠傑牧師(Rev.	Paul	H.	Bartel)、一位熱心華人福音工作的姐妹莊寶石女士(Ruby	Johnston)、和

一些華人基督徒包括官維正醫生夫婦一起發起，他們早於1950年代中期向當地華僑及華人留學生傳福音，並且於1955

年成立華人基督徒團契，至1961年初成立第一間加拿大華人宣道會：雷城華人宣道會。包忠傑牧師夫婦非常關心華人留

學生，常常接待他們到家中聚會及用餐，為了避免留學生在聖誕節至新年的寒假在異鄉中孤單度過，於是聯同鄰近城市

的華人基督徒一起組織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下稱加西冬令會)，第一屆加西冬令會雖然只有35人參加，卻帶來

了往後幾十年的青年基督徒的獻身運動。加西冬令會在雷城的加拿大聖經學院神學院舉辦了多屆之後，展轉移師到亞省

的三山草原聖經學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班芙的Banff	Convention	Center、卡加里、愛民頓、以致卑斯省的溫哥

華輪流舉行，聚會也從起初以粵語為主，發展至後來粵語、英語平衡聚會，每年都吸引數百至一千多人參加，甚至有青

年基督徒乘坐飛機或長途巴士從多倫多前往參加。

	 由於加東地區的基督徒參加加西冬令會的路程遙遠、旅費不菲，於是在已故的陳耀基牧師、Rev.	 Stephen	 Knights

及其他牧者推動下，1972年聖誕節及新年期間，在多倫多華人宣道會舉辦第一屆加東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下稱加東

冬令會)，就這樣加西冬令會延伸至加東區，後來因為參加人數逐年遞增，於是移師至近多倫多國際機場的酒店內舉行。

初時，加東冬令會以粵語為主，後來因為國語事工的興起，加東冬令會於1990年代開始以國、粵雙語進行，對象仍是華

人基督徒青年。自此，每年12月底，加東和加西分別舉辦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加西冬令會甚至註冊成獨立機構去主

辦。2000年，加東冬令會交由加拿大使者協會主辦，而且漸漸轉變成學生領袖訓練營。然而，由於香港留學生遞減，

加東、加西兩地的冬令會青年基督徒參加者不復往昔，加東區尤甚，兩地的冬令會也轉型以家庭參加者為主的基督徒冬

令會。在麥振榮牧師和馬英傑牧師的鼓勵及加拿大華福的幫助下，2008年重新舉辦加東冬令會，2008及2009年在多

倫多西面的證道浸信會美城堂舉行，2010、2011及2012年則移師至近尼加拉瓜大瀑布的聖嘉芙市(St.Catharines)一

酒店內舉行，2013年則停辦了一次。然而，經過2011年第50屆加西冬令會再現千人盛況的鼓勵，加東冬令會重組籌委

會，將加東冬令會重新駐足多倫多，並且在2014年開始，改於每年2月中的安省家庭日長週末，在多倫多中華循道會及

隔鄰的酒店內舉行。

	 過去六年，加東、加西兩地承接冬令會的使命，參加者雖然以家庭為主，兩地參加人數都穩定在200至400人左右。

去年2018年聖誕至新年期間，在愛民頓舉辦第58屆加西冬令會；今年2019年2月在多倫多則舉辦第46屆加東冬令會，

並且首次在兩個週末舉行，第一個週末先以粵語舉行冬令會，第二個週末再舉行國語青年冬令會。這是首次在加拿大舉

辦國語青年冬令會，全時間參加者有175人，加上青年導師及即場參加者共有約350人參加，當中以中國留學生為主。

大會期間播放了兩影片，一套是有關宣教士來華的事跡，另一套是有關一百多年前西方宣教士推動下的學生自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當年很多基督徒大學生獻身宣教，包括當年的“劍橋七傑”，對二十世紀的普世宣教

有深切影響。冬令會的參加者深受感動，最後共有58位青年基督徒回應呼召，走到台前簽下獻身侍主聲明，場面感人。

	 過去近60年來，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在加東、加西兩地的發展，已經成為神使用，呼召華人基督徒青年獻身

的機會，期望加拿大華人教會延續冬令會的使命，再次帶來青年獻身運動。

李傳頌

纛下集結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與青年獻身運動纛下集結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青年冬令會與青年獻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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