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契、
團契、小組、
小組、聚會 Fellowships & Gatherings
Unit 6, 3410 Midland Ave, Scarborough, ON

本會聚會時間
SCHEDULE of CCCF MEETINGS

長青團契 (年長) Evergreen Fellowship (Seniors)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五
th

家庭團契 Family Fellowship
每月第四個星期日
th

4 Sunday of every month

10:30am–12:00pm

03:00pm–05:00pm

以斯帖婦女團契 包括四
包括四個小組
逢星期日
聖經背誦小組
逢星期三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晚上
1 Monday night of every month 時間每次定 Time TBA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st

nd

真愛查經小組 (就業)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主日
st

rd

1 & 3 Sundays of every month

基福團契 (勞工/餐館業)
逢星期二 Tuesday
BUILDers 中文青年團契
逢星期日 Sunday

兒童 聯合英語崇拜讚美
Children
粵語 Cantonese
英語 English
中英聯合聖餐崇拜
Joint Holy Communion Service
(每月第一個主日 1
(

(
)
Esther Women’s Fellowship (Four small groups)
Sunday |
Bible Memorizing
@ 700 Apple Creek
10:30am–11:15am
Wednesday
10:30am–12:30pm

2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主日祟拜 Sunday Worship

01:30pm–05:00pm

(joint praises with English service)

11:15am–12:45pm
st
Sunday of every month)

主日學 Sunday School

兒童 (英語)Children (English)
粵語 Cantonese
英語 English

11:15am–12:30pm
09:30am–10:30am
11:15am–12:30pm

11:30pm–01:30am

中文：逢星期三
於教會辦公室聚會

Wednesday
08:00pm–09:30pm
(
Unit 6, 3410 Midland Ave, SCAR)
English: @ 700 Apple Creek
Last Sunday of every month
11:15am–11:45am

02:30pm–05:00pm

主日聚會
主日聚會地點
聚會地點
Sunday Services Location
N

運動夜 Sports Night
逢星期二 Tuesday

曾家彬牧師 Rev. Gabriel Tsang

教牧義工團
教牧義工團 Voluntary Pastoral Team
李惠華牧師 李小娟師母
高家餘院牧 高梁寶輝師母

&
Rev. Alfred Lee & Mrs. Korea Lee
&
Chaplain Peter Ko & Mrs. Pamela Ko

英語傳道 English Pastor

鍾韵悠傳道 Pastor Ada Chung

事工幹事 Ministry Staff
盧迺芳姊妹

Sunday Services Location
700 Apple Creek Boulevard, Unionville, ON

基督使命教會信心堂
基督使命教會信心堂『
教會信心堂『愛加倍中心』
愛加倍中心』& 教會辦公室
教會辦公室
Christ Commission Agape Centre & Church Office
Unit 6, 3410 Midland Avenue, SCAR, ON, M1V4V4

07:30pm–09:30pm

Highway 7

08:00pm–10:00pm

Itinerary Missionary/Advisory Pastor

主日聚會
主日聚會地點
聚會地點

R.O.C.K. English Youth Fellowship

3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巡迴宣教士/顧問牧師

Ms. Judy Lu
jlo@cccf.ca; 416.321.6632

英文中學生團契
Every Friday 逢星期五
07:30pm–10:00pm
「健康知識交流」
健康知識交流」講座 Health Workshop
每月第三個星期六
rd

Christ Commission
Church of Faith

achung@cccf.ca; 647.298.0317

08:00pm–10:30pm

BOLDERS English Young Adults Fellowship

英文青年團契
英文青年團契
Every Sunday 逢星期日

09:30am–10:45am
11:15am–12:30pm
09:30am–10:45am

祈禱會 Prayer Meeting
02:30pm–04:30pm

基督使命
教會信心堂

)

Hollingham

nd

2 & 4 Fridays of every month

電話 Tel：416.321.6632
網址：
：http://www.cccf.ca
網址
電郵：
電郵：info@cccf.ca

信心堂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CCCF

使命信約
使命信約 Our Mission

彼此相愛
傳揚福音
建立聖徒
生活見證
榮耀主名

Fraternal Fellowship
Affirming the Gospel
Indoctrinating & Edifying Believer
Touching the Hearts of the Community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人生為何 ?

聖經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
什麼益處？』馬可福音8章36節
我們希望你能得到永恆而又有盼望的生命，聖經告
訢我們：只有一條得救的路，就是相信耶穌，使罪
得赦免，與創造天地萬物的天父、全能的神和好，
得著人生的真正快樂和擁有永恆的生命，在這條得
救的路上,你需要認定三個事實：
(

一)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
神
人

歷史簡介 Our History

基督使命教會的宗旨，是堅守聖經真理，透過祟拜及
教導，培育信徒，榮耀真神，彼此相愛，遵行主耶穌基督
託付的大使命，服務社區，傳揚福音。

The first worship service of CCCF dated back in March
1996 with about 30 attendances. Witnessing God's blessings
in the past years, the congregation had grown to over 100.
We rent the premises of an English church located at 700
Apple Creek Blvd., Unionville for worship service and Sunday
school classes.

本教會信心堂於一九九六年三月開始祟拜聚會，首次
聚會人數只有三十餘人，蒙神祝福，数年內經常聚會人數
有百多人，本堂目前租用西人教會於 700 Apple Creek
Blvd., Unionville 為祟拜及主日學地點。
CCCF strives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is our hope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to know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wonderful Saviour.
Through faith, may every seeker of truth receive the gift of
eternal life and fill with all joy and peace.

信心堂矢志在華人社區積極傳揚福音，盼望有更多同
胞認識和信靠主耶穌基督這位奇妙救主，獲得真正的平安
喜樂與永恆的生命，誠意邀請各弟兄姊妹及朋友參加本堂
主辦之各項活動及祟拜聚會，一同敬拜真神。

We sincerely invite brothers, sisters and friends to join us
for worship service and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CCCF, for the worship of the One True God together.

(

二) 人有罪
人有罪：

神說：『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章
19節
神創造人的原意，是願意人擁有一
個有意義，喜樂，平安而永遠的豐
盛生命。

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馬書3章23節
人 神
神創造人類，本來是要我們有一個
榮耀的人生，但我們雖然明明知道
罪
神，卻定意拒絕衪。任意妄為、偏
行己路，虧缺了神的榮耀。與神隔
絕，人便犯了罪，罪帶來的結果就是審判及永遠的
死亡。
(

三) 十字架 – 惟一的拯
惟一的拯救
的拯救：
人

聖經說：『除祂(耶穌)以外，別無
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神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徒行傳4章12節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上，不是因為祂自己犯罪，
不是因為祂自己犯罪，乃
是因為我們的罪。
是因為我們的罪。祂被釘在十字架上，乃是替我、
替你受苦、受死。衪替我們死了，凡信衪的人，罪
就可以得赦免，得著生命自由。這就是『十字架的
道理。』
基督受死，叫我們的罪得赦免：基督復活，將永
恆的生命賜給我們。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3節說得很清楚：『我當日
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復活了。』基督復活，不是精神復活。基督
復活乃是一件歷史事實，
復活乃是一件歷史事實，聖經裡四本福音書中都有
記載。
記載。
聖經說：『凡接待祂(耶穌)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翰福音1章12節
你願意相信耶穌嗎？
你願意相信耶穌嗎？
若願意，請作以下的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多謝祢愛我，我承認我是個罪人
，求祢赦免。我相信祢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
且為我復活。我願意接受祢為我的救主，求祢現在
進入我的心中，成為我生命的主。賜恩幫助我離開
罪惡，過討祢喜悅的生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誠心所願)
聖經說：『凡求告主名的，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羅馬書10
章13節
你剛才是否誠心向神祈求，接受耶穌為你個人救主
？若是，我們恭喜你！你現在是一位基督徒了。本
教會很樂意為你祈禱，幫助你過一個基督徒的新生
活， 請與教 會傳道人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