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 	  倫 	  多 	  基 	  督 	  徒 	  華 	  人 	  親 	  子 	  會  
Toronto	  Chinese	  Christian	  Parenting	  Association 
         二 零 一八年 一 月 至 三月 講 座 

January	  	  to	  	  March	  	  2018	  	  Event	  	  Schedule	  

《 作個 e時代 成功的父母 》 

	  

	  
	  
	  	  	  	  本會假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C.C.C.)	  	  舉行聚會 	  
地址 	  :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聚會時間 	  :	  	  	  星期三上午10AM	  –	  12PM	  
查詢電話 	  :	  	  	  647-‐977-‐7586	  	  	  	  	  附設普通話翻譯 	  
本會保留節目更改或取消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一月十日(三) 

January	  10	  (Wed) 
 

 

伴兒女  齊禱告  共成長  
 

A	  Praying	  Parent	  is	  a	  Powerful	  Parent	  
	  

 

黄林定瀾師母 	  
	  Mrs.	  Linda	  Wong	  	  

 

一月二十四日(三) 

January	  24	  (Wed) 

 

認識你的孩子：知己知彼  
 

Know	  Your	  Kids	  	  
	  

 

黃鳳玲女仕 
Ms.	  Nicole	  Wong	  

 

二月十四日(三)  
February	  14	  (Wed) 

 

父親談談：教養兒女 
 

Parenting	  from	  the	  Father’s	  Perspective	  
	  

 

蘇關南先生 

Mr.	  Colin	  So	   

 

二月二十八日(三)  
February	  28	  (Wed) 

 

e世代父母: 解開教养儿女之鑰 
 

Parenting	  in	  the	  Digital	  Age	  	  

 

吳李玉梅女仕 

Mrs.	  Merrin	  Ng	  	  

 

三月二十八日(三) 

March	  28	  (Wed)	  

 

培育孩子一生的堅信 
 

Developing	  a	  life-‐time	  Faith	  in	  our	  Children	  
 

	  

 

劉振溢牧師 

Rev.	  Terence	  Lau	  	  

心靈治療課程 < 解开家鎖  選擇寬恕 > （續）  
在每月之第一、第三及第五個週三，早上10:00 - 12:00繼續進行。 

本季度由一月十七日至三月七日, 自付課程由方潘美玲傳道主領（名額已滿，截止了報名）。 
	  



若天氣欠佳請瀏覽親子會網頁 	  	  	  	  	  www.tccpa.org	  或電詢。 
網頁內容包括節目預告、圖書庫資料、網上聆聽講座等。 	  
  

 特別聚會：             2018 中學生春令會家長講座   
     

主辦機構：  多倫多基督徒華人親子會 及 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 

  日期： 三月十三日 及 十五日晚上七時半 

  地點：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 
	 	 專題 ：          3/13	  Build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My Teen.  
                         與我的青少年建立良好關係 （英语） 
	  	  	  	  	  	  	  	  	  	  	  	  	  	  	  	  	  	  	  	  	  	  	  	  	  	  	  	  	  3/15	  Strategie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ng with My Teen     
                         與我的青少年共話：什麼是有效的溝通方式？（英语）） 
	 	 講員 ：  Miss Ena Lee   (李綺娜女士）    
  報名： 請在www.tccpa.org	  /	  www.afccanada.org/tc  網上報名， 
   名額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