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 223, 80 Nashdene Road,  

Scarborough, ON 

Canada  
M1V 5E4 

 

Office: 416-918-8895 
Email: office@ccaca.org 

 

Web: www.ccaca.org 

親愛的教牧，長老與執事，平安！ 

 

我們誠意邀請閣下參與十月份舉行的華人宣道會聯會步行籌款活動。如

您所知，我們的辦公室乃蒙神的恩典，藉錫安堂的奉獻賜給我們。經過

一年半以來的使用，我們相信最能夠發揮這裡的功用，就是將中心發展

成一所建立門徒、領袖及同工的培訓中心。因此，我們希望能在 2018 年

底為中心進行全面裝修工程。一方面，現時辦事處已有超過二十年的歷

史，有很多需要維修、更新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們亦希望藉著這次修

建的機會改變一些原先的間隔，讓中心能更有效地發揮培訓中心的功效。

整個修建費用大概為$80,000。我們步行籌款的目標為$100,000。 

 

聯會之所以選擇步行籌款這方式主要是在籌款之餘，我們更希望藉著這

次活動能鼓勵教牧、長老和執事們漸漸培養一個健康生活的習慣。我們

著重靈命與身體的健康。這次步行籌款設有兩個不同的難度，參加者可

任選其中。 

 

難度一：從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間，選擇某一天步行五公

里或以上。 

難度二：從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間，每星期中步行五天，

每天不少於半小時，兩星期內步行不少於二十公里。 

另外在十月二十四日，大多市的宣道會教牧同工團契聚會，我們定當天

的節目為五公里步行籌款。歡迎大多市的宣道會牧者們參加，以此作為

完成難度一的項目。至於其他地區的牧者，我們亦鼓勵你們按自己方便

的時間，自由組合一同參與。 

 

為了鼓勵大家參加這次籌款活動，我們分別設有以下獎項： 

1． 難度一及難度二各組別，步行公里總數最遠的頭三名 

2． 難度一及難度二各組別，支持人數最多的頭三名 

步行者可以下載電話應用程式記錄自己的里數。我們亦強烈鼓勵參與者

把自己的參與片段和記錄上載到華人宣道會聯會的臉書活動網址，讓會

眾能夠知道參與者的情況和進度。 

 

報名表和其他資料稍後將會在華人宣道會聯會的網站上提供。會眾可以

在網上捐獻，也可藉著填寫捐獻表格來支持參與者。我們希望透過這次

籌款活動不單帶給各位參與者身體上的祝福，亦能帶給華人宣道會聯會

事工發展上的祝福。 

 

   
陳明中牧師   鄧廣華牧師 

主席    執行總幹事 

A Caring, Supporting, Empowering & Networking Community … 



參加步行籌款者 

 步行對象：教牧同工、長老、執事及信徒領袖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步行籌款活動結束前都可以登記，越早登記就越早能在貴教

會的會眾中推廣是次籌款活動及為此事祈禱。 

 報名方式：可到華聯會網頁登記(www.ccaca.org)或填寫

附件的《步行籌款報名表》，贊助人日後可在網上選擇

所支持的步行對象。 

 步行方式（參加者可二選一）： 

o 難度一：由十月八日至十月廿一日期間，自己選

擇一天步行至少五公里。 

o 難度二：由十月八日至十月廿一日期間的兩個星

期，每星期其中五天，每日步行不少於半小時，兩星期內不少於二十公里。 

o 選擇難度一的大多市同工可於十月廿四日（星期三）早上參加在 Rouge 

National Urban Park 內所舉行的步行日，一同彼此支持及交流。 

匯報步行進度 

參加步行者可以用拍照及應用程式(Apps)(如: Garmin, Runkeeper 等)記錄行走路線及距

離，透過以下方式匯報已完成的進度 

1. 電郵：把你的相片、片段及路線記錄電郵給華聯會(walkathon@ccaca.org)，我們會

上載到臉書(facebook)及華聯會網頁。 

2. 華聯會 facebook 將會設立一個 Walkathon Event Page 專頁，參加者可以由個人

facebook 中上傳相片及路線記綠到該臉書活動網址。 

 

贊助人捐款方式 

1. 贊助人*可以透過華聯會網頁，選擇所支持的對象及捐款。 

2. 教會可以向華聯會索取奉獻封，讓贊助人把奉獻放入奉獻封，並寫上支持的對象，

寄回華聯會辦事處，或教會代為收集一併寄回華聯會。 

3. 教會可設立攤位，使用附頁的《步行籌款贊助表》，為是次步

行籌款收取奉獻。 

4. 建議若教會願意，可以為是次步行籌款收取特別奉獻。 

* 贊助人捐款 20元或以上的將於下一年度初獲發報稅收據。 

 

向會眾推廣是次活動的材料： 

 海報：華聯會將以郵寄方式向教會寄出海報 

 短片：華聯會已分別拍攝三段以粵語、國語及英語的短片，介

紹是次步行籌款的目的。教會可於崇拜或其他時間播放，鼓勵

弟兄姊妹支持牧者及長執參與這次步行籌款活動。 

 網頁：成功登記參加者，將獲發一個人專屬網頁，參加者可以轉發給贊助人。 

 傳宣單張：教會可以到華聯會網頁下載及打印傳宣單張，或要求華聯會提供傳宣單

張。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80 Nashdene Road, Units 223-228, Scarborough, ON M1V 5E4 

Tel: 416-918-8895   Fax: 416-297-8896   Email: office@ccaca.org   Website: www.ccaca.org 

步行籌款報名表 

 

基本聯絡資料   

牧師 傳道 宣教士 長老 執事 其他 

參加者英文名:    

參加者中文名:    

所屬教會: (全名)  

手提電話: (  )   

電郵:    

面書登記名字:    

  

難度選擇：(選其中一項)  

 難度一a： 由十月八日至十月廿一日期間，選擇一天步行至少五公里 

 難度一b： 大多市同工於十月廿四日（星期三）參加在Rouge National Urban Park 的

五公里步行日。 

 難度二： 由十月八日至十月廿一日期間的兩個星期，每星期其中五天，每日步行

不少於半小時，兩星期內不少於二十公里。 

 

網上登記: chinese.ccaca.org/events/walkathon/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80 Nashdene Road, Units 223-228, Scarborough, ON M1V 5E4 

Tel: 416-918-8895   Fax: 416-297-8896   Email: office@ccaca.org   Website: www.ccaca.org 

Walkathon Sponsor Sheet 步行籌款贊助表 

 

Name of Walker 參加者姓名:  

Mobile 手提電話: (    ) 

Email 電郵:  

 

Name Address City Postal Code Telephone Email Amount 贊助款額 $ 

姓名 地址 城市 郵區號碼 電話 電郵 Cheque 支票＊ Cash 現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Total pledges 款額總數$:   

＊支票抬頭 The cheque is paid to “CCACA” 

Please print clearly in English, Tax Receipt for donation of $20 or more will be issu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請用英文填寫清楚，捐款 20元或上的報稅收據將在下一年度初寄出。 

 
CCACA respects your privacy,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only used for issuing tax receipt and distribution of our newsletter and various activity update.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尊重您的隱私，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只用於發放稅收收據和我們的通訊及各種活動消息。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upport a fund-raising walkathon for CCACA in 
October. As you may have known, our office is a gift from God through a generous 
donation of Zion Alliance Church. After over one and a half year of using this 
facility, we believe the best way to use this facility is to make it as a training centre 
for developing disciples, leaders and co-workers. As such, we plan to have a 
renovation by the end of 2018. 

We choose walkathon as a way to raise fund with the purpose to promote a 
healthy lifestyle for our pastors and elders/deacons. We emphasize on bo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fitness. We hope that with this walkathon, a healthy lifestyle 
can be built gradually among our church leaders. There are two levels of 
challenge in this event. You may choose one that fits you best at this stage.   

1. Within the period of October 8th to October 21st, you will find a day to walk 
for 5km or more.   

2. Within the period of October 8th to October 21st, you will walk for a 
minimum of 20km, preferably at least 30mins a day for 5 days within a 
week.   

To encourage your participation, we have set prize for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Number of kilometres you have walked in Level 1/ Level 2 (1st, 2nd and 3rd) 
2. Number of supporters you have raised for this event (1st, 2nd and 3rd) 

 

To Support the ministries of CCACA by encouraging your pastors 
and elders to take a step forward of developing a healthy lifestyle. 

 
 

Donating Methods: 
1. Donors can donate through CCACA’s website by choosing who and how 

much they would like to support. 

2. Donors can send the cheque with the below filled form. The cheque is 

paid to “CCACA”. Or, donors can make the donation by credit card. 

* Donation over $20 CAN and above will receive a tax receipt for next year. 
 
 

Donor’s Contact Information 

Name:  

Church: (Full Nam) 

Mailing Address:  

 City  Prov.  Postal Code  

Phone No.: (    )  Email:  
     

Walker’s Name:  ( Pastor / Elder / Deacon / Other ) 
     

Donation Method:  Cheque(Payable to CCACA)   Credit Card 

 Visa    Master    America Express 
 

Card No.:                    

Card Holder’s Name:  Expiry Date: ( mm / yy ) 

Card Holder’s Signature:  Dat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80 Nashdene Rd., Units 223-228, Scarborough, ON  M1V 5E4 

416-918-8895    416-297-8896    office@ccaca.org 
 

 

Support The Cost of Renovation 



 

加 拿 大 华 人 宣 道 会 联 会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我们诚意邀请阁下鼓励及赞助您的牧者及长执参与十月份举行的华人

宣道会联会步行筹款活动。如您所知，我们的办公室乃蒙神的恩典，

借锡安堂的奉献赐给我们。经过一年半以来的使用，我们相信最能够

发挥这里的功用，就是将中心发展成一所建立门徒、领袖及同工的培

训中心。因此，我们希望能在 2018 年底为中心进行全面装修工程。 

联会这次选择以步行作为筹款方式，在筹款之余，我们更希望借着这

次活动能鼓励教牧、长老和执事们渐渐培养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我

们着重灵命与身体的健康。这次步行筹款设有两个不同的难度，参加

者可任选其中。 

难度一：从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间，选择某一天步行五公里

或以上。 

难度二：从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间，每星期中步行五天，每

天不少于半小时，两星期内步行不少于二十公里。 

为了鼓励大家支持这次筹款活动，我们分别设有以下奖项： 

1. 难度一及难度二各组别，步行公里总数最远的头三名 

2. 难度一及难度二各组别，支持人数最多的头三名 
 

鼓励您的牧者及领袖行出健康的一小步， 

支持联会事工跨出一大步。 

 
 

赞助人捐款方式 
1. 赞助人*可以透过华联会网页，选择所支持的对象及捐款。 

2. 填写以下表格，连同支票寄往华联会，支票抬头 CCACA，或

可以以信用卡方式支持。 

* 赞助人捐款 20 元或以上，将于下一年度初获发报税收据。 
 
 

赞助人联络资料 

英文姓名:  

所属教会: (全名) 

地址:  

 城市  省份  邮区号码  

电话: (    )  电邮:  

     

赞助对象:  (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其他) 

     

捐款方式:  支票(抬头CCACA)   信用卡(请清楚填写以下资料) 

 Visa    Master    America Express 
 

信用卡号码: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 ( mm / yy ) 

持卡人签名:  日期: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多谢您的支持！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 

80 Nashdene Rd., Units 223-228, Scarborough, ON  M1V 5E4 
416-918-8895    416-297-8896    office@ccaca.org 

 
 



 

加 拿 大 華 人 宣 道 會 聯 會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我們誠意邀請閣下鼓勵及贊助您的牧者及長執參與十月份舉行的華人

宣道會聯會步行籌款活動。如您所知，我們的辦公室乃蒙神的恩典，
藉錫安堂的奉獻賜給我們。經過一年半以來的使用，我們相信最能夠

發揮這裡的功用，就是將中心發展成一所建立門徒、領袖及同工的培

訓中心。因此，我們希望能在2018年底為中心進行全面裝修工程。 

聯會這次選擇以步行作為籌款方式，在籌款之餘，我們更希望藉著這
次活動能鼓勵教牧、長老和執事們漸漸培養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我

們著重靈命與身體的健康。這次步行籌款設有兩個不同的難度，參加

者可任選其中。 

難度一：從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間，選擇某一天步行五公里

或以上。 

難度二：從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間，每星期中步行五天，每

天不少於半小時，兩星期內步行不少於二十公里。 

為了鼓勵大家支持這次籌款活動，我們分別設有以下獎項： 

1. 難度一及難度二各組別，步行公里總數最遠的頭三名 

2. 難度一及難度二各組別，支持人數最多的頭三名 
 

鼓勵您的牧者及領袖行出健康的一小步， 

支持聯會事工跨出一大步。 

 
 

贊助人捐款方式 
1. 贊助人*可以透過華聯會網頁，選擇所支持的對象及捐款。 

2. 填寫以下表格，連同支票寄往華聯會，支票抬頭 CCACA，

或可以以信用卡方式支持。 
* 贊助人捐款 20元或以上，將於下一年度初獲發報稅收據。 

 
 

贊助人聯絡資料 

英文姓名:  

所屬教會: (全名) 

地址:  

 城市  省份  郵區號碼  

電話: (    )  電郵:  
     

贊助對象:  (牧師/傳道/長老/執事/其他) 
     

捐款方式:  支票(抬頭CCACA)   信用卡(請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Visa    Master    America Express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 ( mm / yy ) 

持卡人簽名:  日期: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多謝您的支持！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80 Nashdene Rd., Units 223-228, Scarborough, ON  M1V 5E4 
416-918-8895    416-297-8896    office@cca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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