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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223個國家和地區的冠狀病毒確診達93611355例，超過

2022405例死亡。在危機時刻，在生與死降臨眼前時，在自己、家人、朋友

或者鄰居經歷痛苦的折磨時，在見證著他人的災難時，許多人正轉向信仰。

所以，教牧要滿足信徒身心靈健康的需要，也要對社區心理健康作出應有的

貢獻。

1、導致心理壓力的因素和可能機制 

COVID-9具有高傳染性，高死亡率，但是又缺乏針對性治
療，給人們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擔心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安危。
人們可能失去親人或者寵物，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

為了限制COVID-19的蔓延採取的相關措施，例如社交隔離、
在家工作、身體距離疏遠，都會產生長期的心理影響。另外，隔
離和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減少了人們鍛煉身體、戶外活動及交
友的機會，阻礙心理壓力的健康表達和舒緩。

此外，SARS-CoV-2病毒直接作用於神經系統，表達出精神病
狀態，例如，神經認知綜合徵、精神錯亂、及情感障礙。

2、疫情下常見的心理困擾

孤獨、無助、無望，而且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由於社會隔離
導致社交支持削弱。

一、COVID-19疫情影響個人和家庭的心理健康

自殺和自殘、酗酒和濫用藥物、賭博、家庭虐待和兒童虐待以
及心理社會風險增加。全球範圍內的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大規模增
加。

COVID-19導致嚴重的精神障礙，例如：恐懼、焦慮、抑鬱、
創傷後綜合徵等。

二、教牧做福音、科學和關顧信息的傳遞者

1、做福音的傳遞者

積極的宗教應對、內在的宗教信仰和對上帝的信任，與較少的
心理壓力和更多的正面影響密切相關。遵循神的教訓，教牧做好福
音的傳遞者，就能夠幫助信徒積極地應對危機。需要注意，現在也
是教牧參與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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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個人及家庭精神健康

美國疾控中心（CDC）在新冠疫情對生活與壓力應對一文中指出，疫情造成
健康的壓力包括：擔心自己與家人的健康、睡眠或飲食方式改變、失眠、難集中
注意力、慢性病或精神健康情況惡化、吸煙、使用酒精藥物次數增加１*。此外，世
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表示新冠疫情對個人和社區感到有壓力和焦慮，是正常
而且可以理解的事，這也是人們在危機中普遍出現的現象2 *。加拿大精神健康協會
更勸籲國民謹記：新冠疫情期間是大眾相互支持、彼此緊靠的時刻。即使我們無
法有面對面的接觸，也要保持網絡社交結連；盡力保持與親朋間的交往，在需要
時伸出援手，互相幫助，是疫情中重要而又有意義的事3 *。

為甚麼疫情導致人有壓力和焦慮？

疫情對人的精神狀態帶來兩方面重大的壓力和焦慮：首先，人們想知道疫情進
展，並採取適當行動而阻止病毒蔓延，但是每日大量疫情資訊、負面消息和特別
的報導，都使人加增壓力和焦慮。另一方面，疫情破壞人們的常規生活，在隔離
令下一切生活秩序、社交、工作或上課都要暫停，因隔離而產生焦慮、恐懼、無
助、沮喪等負面情緒感受。有人轉向一些無益或使自己精神狀態變得更差的行為
上，如酗酒、濫藥等。

「疫」境當前，人人反應不同

事實上，每個人對新冠疫情的反應都不同。如果身邊有家人或朋友對疫情有焦
慮或擔心，我鼓勵你先有同理心聆聽他們內心的焦慮與不安，不帶有任何批判的
態度。可能就在你我身邊，有人正想宣洩自己對疫情的焦慮、恐懼，甚至憤怒；
也可能有人只想尋求別人幫忙，為他解決生活上一些實際問題，例如購買食物所
需。既然人人對疫情反應不同，教會領袖當如何面對信徒身心靈的需要？

處理對疫情焦慮的人

在天父的創造中，人是身心靈整全的個體。面對世紀疫情，鼓勵每個人關注自己身
心靈和社群各方面的需要。

（一）心理上

接納焦慮、擔憂、恐懼都是正常的反應：COVID-19是新病毒，科學家仍在研究
中。由於病毒感染個案和死亡率每日攀升，所以使人感到焦慮。事實上，焦慮能激發人
們採取抗疫措施和行動來保護自己和他人，並進一步認識這傳染病。故此，接納自己或
別人感到焦慮、擔憂或恐懼，都是疫情中的正常情緒反應。

2、做科學知識的傳遞者

造成心理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虛假或者錯誤信息，究其原因就是人們不知
道從何處獲得科學研究的真實成果。下列資源能夠克服這些困難。

有關COVID-19的公開發表的論文和臨床研究：
https://www.ncbi.nlm.nih.gov/sars-cov-2/

美國疾控中心最新信息：
https://www.coronavirus.gov

世界衛生組織的信息：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 

加拿大公衛相關信息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coronavirus-disease-
covid-19.html ]

教牧可以自己消化相關的信息，再傳遞給社區。或者直接將這些信息分享給
大眾，授人以漁，實現對社區更大的支持。

3、做關顧的傳遞者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有更多的對個人在經濟、健康、職業等多方面的
支持。我們要將這些信息在社區裡分享，滿足人們的需要，獲得幸福感。

行為改變和預防指南：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有關預防COVID-19的指南可
以查見下列網站：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prevention.
html。

加拿大對個人和家庭有哪些經濟支持：
https://covid-benefits.alpha.canada.ca/en/start 

在加拿大，覆蓋全國的精神衛生機構是加拿大精神衛生協會(CMHA)。該協
會覆蓋廣泛的精神衛生領域，我們要將之與公眾分享，進行精神衛生知識的教
育。此外，教牧人員應當積極參與到社區精神衛生服務之中，這也是擴大福音
傳播的機會。

CMHA有關COVID-19下的精神衛生信息：
https://cmha.ca/news/covid-19-and-mental-health 

加拿大心理學學會有關應對COVID-19的信息和資源：
https://cpa.ca/corona-virus/cpa-covid-19-resources/ 

三、做心理衛生的關顧者

1、幫助人們應對心理危機

COVID-19對公眾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壓力，導致恐懼、焦慮和抑鬱等，所
以，幫助人們應對心理壓力及心理危機，是關顧者的重要功課。

應對心理危機的基本策略：

放慢生活節奏，做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必要改變

評估工作中的優先次序，一次集中精力做一件事

喂養自己的靈命，”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46:10） ！“

理清心理壓力的來源，清除因錯誤信息導致的痛苦，接受科學的知識和健
康的信仰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對人們帶來健康、經濟和社交上的危機。在心理情緒

上，可能會有受到病毒感染的恐懼和焦慮。再加上要遵守政府發出的防疫措

施，巿民被勸籲留在家中，在學校停課、商舖停業等情況下與人隔離；無論對

成人或孩童，都會引起強烈的情緒反應。作為教會領袖，你我當如何幫助信徒

和社區人仕，面對疫情引發的情緒問題或心理壓力？

識別和克服內心的認知偏差，留意消
極預測、消極歸因、或只關注負面事件，
建立根據客觀事實的積極而正確的認知

健康地表達感受的壓力和負面情緒

依靠神。個人信仰可以成為應對困難
時期的重要資源。

宗教活動能夠加強身體和心理的健
康，宗教能夠加強免疫功能和對抗冠狀病
毒的恢復力。教牧幫助公眾學習禱告，學
習如何將重擔交託給神，如何積極應對危
機，如何信靠神。

2、幫助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和社交

來自親友的社會支持感，對於減少心
理壓力和提升幸福感非常重要，是治療
COVID-19患者效果的主要預測因子之
一。

幫助公眾認識到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
方式。接納彼此的情緒，培養健康的情緒
表達方法，增進家庭成員間的相互理解和
相互支持。克服消極負面的互動，增進積
極的互動，建立情感紐帶。

家庭的宗教信仰，一同禱告、讀經和
分享，能夠促進家庭關係的建立。家庭
儀式感，都能夠為家人彼此提供強有力的
聯繫。

在家庭外建立個人的社交支持網絡，
對於個人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非常重要。
是家人、朋友、同事和其他人給予我們身
體和情感上的安撫，表達著愛和關心，肯
定我們的優點，鼓勵我們克服困難。

最後，需要提醒的是，教牧更應該照
顧好自己和家庭，做身心靈健康的榜樣。

（作者為醫學博士，安省註冊心理治療師，

美國和安省婚姻與家庭治療協會會員(AAMFT, 

OAMFT)，情緒取向治療卓越國際中心會員

(ICE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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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神學教育體驗日已於1
月22日在網絡上舉行，請繼續
為所有參加者代禱，在願意接
受神學培訓好在將來更好服事
神的人心裏做印證的工作。

新學期授課於1月11日展開，
請爲老師和同學們的身心靈健
康代禱；為新生的適應與學習
禱告。

學院將於2月21日晚首次舉行在
綫春節晚會，師生們將在網絡
上一同數算主恩，求主賜福，
讓整個聚會能充滿喜樂並得以
順暢舉行。

春季普及神學課程將於3月23
日至4月27日與愛證浸信會聯
合舉辦，由陳榮基牧師主講粵
語在綫課程 – 「認識各種異端
及異教」，求主與課程的師生
們同在。

加神  多倫多
代禱事項

針對網絡成癮問題，本院將邀
請洪麗芬老師舉行在綫公開講
座 –「上網，不迷網--談上網成
癮的影響及因應之道」，舉行
日期與時間為3月26日，星期五
晚上8時，請爲聚會的籌備和舉
行代禱。

本院領導學研究中心與加拿大
華福共同進行的「2019加拿
大華人教會普查」電子版現已
出版，並可在加拿大華福網站
上下載，求主使用這份普查，
為本國華人教會的發展帶來
助益。

多倫多校區開始了獨立頒發神
學學位的申請，是項申請將不
會影響加神與天道神學院在財
務、師資、校舍等多方面的合
作，但若能成爲可頒發學位的
學府，對加神未來的發展將
起重要的作用，請繼續為此事
禱告（詳情請參閲本期文章 -    
「開展新一頁」）。



平衡接收疫情消息，讓自己有喘息機會：雖然必須瞭解疫情進
展，但是過多的資訊可能為精神健康帶來負擔。將查閱信息限制為每
天一次或更疏，這包括閱讀或收聽有關疫情的報導。聖經說：「心裡
平靜，可使身體健康。」（箴14:30 新譯本）人若能心平氣和，對身
體大有好處。在疫情中，有時需要學習限制自己查看社交媒體或新聞
報導，既可保持情感界線，又能幫助穩定情緒，控制焦慮水平；避免
因災難性事件或報導而過度影響自己的情緒。

不停斷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繫：倘若你我選擇在疫情中留在家
裡，就做了對疫情控制最有效的事。不過別忘了還要善待自己，承認
自己的感受，留意自己的情緒，以溫柔和恩慈寛待自己。無論自己出
現任何情緒，例如焦慮、悲哀、無助、失望，甚至憤怒等，都是可以
接納。我們學習採用積極的方法處理或疏導情緒，例如寫日記、集中
注意力、正向思想等。請謹記，每日要與家人和朋友聯絡，倘若是獨
居一人，更需要定時透過視頻、電話或網絡，與親友保持聯繫。

（二）生理上

均衡健康飲食，充足休息睡眠，保持適量運動：預防感染的最好
方法，就是保持身體健康。因為強健的體魄和強壯的免疫力，就是
病毒的大敵。我們要增強身體的免疫力，預防病毒感染，必須從食物
到思想，從身體到心靈每個層面都下功夫。要注意個人衛生，經常洗
手，多喝水，定時飲食，早午晚三餐均衡營養，以保持身體健康。此
外按身體需要，每日作適當運動，例如每天步行15至30分鐘；有健
康的體魄便能應付生活所需；否則免疫力就會下降。倘若身體出現咳
嗽、發燒或不適的情況，應配戴口罩並盡早就醫。

疫情期間，試檢討有否好好照顧自己，保持身體健康。有沒有
定時飲食，攝取均衡營養並限制零食數量？在家工作或學習，有沒

加拿大的學位教育制度並非由聯邦政府統一辦理，而是由各省政府來制訂政策及法規來管
理，這是1860年英國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所訂定；因此，各省的政策與法規
都有所不同。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下稱「加神」)於2006年首先在安大略省開辦第一所神學院，
選擇與天道大學及神學院合作的模式，學位由天道神學院頒發，因而暫時無需就學位頒發向省
政府進行申請。2015年，加神溫哥華正式開課，由於是獨立辦學，所以必須在學生畢業前取
得卑詩省認可的頒法學位資格。感謝神，在梁海華院長帶領下，於2018年取得卑詩省認可專
上學院的身份，並可頒發神學類學位。2009年，加神與位於卡加里的Ambrose大學及神學院
簽訂合作計劃，於2011年開辦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服侍中部的華人教會。2019年合約期
滿，Ambrose大學決定以另一種方式培訓工人，加神卡加里遂於同年成立，並於同年3月取得
阿伯特省頒法宗教性專上學位的資格。面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加神轄下各院校銳意推動更大
的發展、更適切時代的需要、更滿足華人文化及社會的獨特性、更有效地訓練信徒領袖及神國
工人，這需要更大的自主性。加神多倫多於2015年與天道大學續簽一份七年的合作協議，突顯
華人神學教育的自主性，並進行頒發學位資格的申請，以致加神多倫多的畢業生的畢業證書將
由天道及加神聯合頒發(Joint Degrees)。

加拿大立國短短一百五十多年，由於是基督教國家，故此，過去對神學教育一直沒有
特別的規限，神學院屬於宗教團體，只需向政府註冊為宗教人員培訓的院校即可。20世紀
80年代開始，部分省份開始收緊高等教育制度，不過亦非所有省份如此，阿伯特省就維
持對宗教團體聖職人員培訓院校採取較寬鬆的政策，所以加神卡加里短短數月就已經取得
阿省的頒法學位資格。安大略省省議會於1983年通過Bill 41學位頒布法案(The Degree 

有定下輕鬆休息時間？例如保持社交距離下到戶外散步。生活有
否作息有序，每天定時起床梳洗沐浴，簡單裝扮修飾；家中打掃
窗明几淨，除運用生活空閒時間，也平衡工作壓力及家庭需要。
可以嘗試穿著整齊在家上班，就像外出工作一樣；對某些人來
說，穿著衣飾打扮會影響感覺，能提高能量水平，都是看顧身體
的良方。

（三）靈性上

仰望神，深信神仍掌權：在疫情中，信徒要做到不要驚慌，
避免焦慮，就要將我們的目光轉向神，並認定神仍掌權（詩
29:10-11）。在靈性上，你我必須不要忘記讀經和禱告，還要
關注自己和別人心靈與屬靈健康的需要；最重要是認定神的話語
帶著能力，能堅固人的心靈，神福音的救恩能改變生命、社區和
世界！因此雖然疫情肆虐，我們必須抓緊神話語的應許，堅信主
的話，時刻向天父禱告，求神醫治大地早日止息疫情。「這稱
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
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這期間多關心身邊的人，以不同媒體彼此關懷問候，又以
神的話語互相堅固，彼此代禱去祝福人。

（四）社群上

彼此關顧，互相守望：疫情期間，用電話與網絡表達關懷是
每個信徒都可以參與的事奉，特別關顧長者、病人、有需要的家
庭等等。弟兄姊妹能夠發揮創意，以不同媒體平台彼此相遇和建
立關係。維持群體生活的最佳方法，就是使用視頻繼續參與網上
崇拜或社區聚會，透過小組網絡聚會，以祈禱或屬靈操練平臺，
成為身心社群不同渠道，彼此得著支持、力量和盼望的地方。

我仍無法適應疫情，怎麼辦？

如果你仍對COVID-19疫情感到極大的困擾，感到自己在適
應上有困難，那麼你需要向家庭醫生或心理治療師，社會工作者
或其他醫療專業人仕求助。

（作者為城北華人基督教會牧師，美國和加拿大安省註冊婚姻及

家庭治療師，安省和香港註冊護士，情緒取向治療追求卓越國際中心 

(ICEEFT) 註冊治療師。)

註*
*1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

coping/managing-stress-anxiety.html
*2 https://www.who.int/teams/mental-health-and-substance-

use/covid-19
*3 https://cmha.ca/news/covid-19-and-mental-health

加神院訊

開展新一頁
加神申請安省頒發學位資格

鄒永恒    加神聯校教務長、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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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ing Act)，規定只有認可大學才能頒
授一般學位(secular degrees)。至於神學
院校，則需要透過願意支持的省議員提出私
人法案的方式，申請成為認可(Charter)頒
發宗教專業性學位之私立院校。現時安省
已取得認可頒發學位的獨立專上院校共17
所，全是本地持不同信仰的英語宗教院校，
當中有幾所已發展成為私立大學。在加神溫
哥華循私人法案方式成為認可頒發學位的私
立院校後，加神多倫多亦於2018年開始籌
備循私人法案方式申請成為認可頒發學位的
安省私立院校。可是到2019年底，獲省政
府高等教育部通知，為了改善過去純粹以私
人法案方式的政治協商途徑來決定辦學團體
獲得頒法學位資格，省政府決定所有新辦
之院校均要首先循高等教育部的「部長認
可」(Ministerial Consent)的方法來取得
頒發學位資格，即透過「專上教育質量評議
會」(Postsecondary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Board, PEQAB)就辦學團體
及所申辦之學位課程作出全面的評審，兩
方面均合乎標準才能獲得於安省頒法學位
的資格。

加神多倫多於2020年4月份與高等教育
部及專上教育質量評議會進行網上會議，
正式開始為取得頒發學位資格進行預備工
作。PEQAB的評審共分兩方面，一是辦學
團體的資格評審，二是所申辦之學位課程的
評審。關於辦學團體的資格共有十個評審
項目，分別是(1)辦學團體背景、辦學地點
與預備申辦之學位，(2)使命宣言及辦學目
標，(3)行政能力，(4)道德準則，(5)學術自
由與誠信，(6)學生保障，(7)財政穩定，(8)
調解糾紛機制，(9)學院自我評估，(10)
學院各項行政政策。至於院校所申辦的課
程，亦有十個評審項目，分別是：(1)學位
程度，(2)入學、修讀進度及畢業要求，(3)
課程內容，(4)提供課程的媒介，(5)教授
團隊與學生支援，(6)課程及畢業生認受
性，(7)課程的學術認證，(8)學位名稱與課
程內容的配合，(9)學院內部質量保證及進
步，(10)學院各項教務政策。從這二十項需
要評審的項目可以看到安省政府是銳意確保
專上教育的質素，不論是辦學團體或是所開
辦的學位課程，都要達至國際認可的水平，
即使是宗教團體為自身內部需要而培訓聖職
人員的專業學位亦不能例外。

其實，加拿大各省對宗教團體開辦聖職
人員培訓的學院，比起歐美及東南亞國家均
更為嚴格。在加拿大要頒發宗教專業學位，
並非任何辦學團體都能輕易開辦，這是好
事。這一次進行安省頒發學位資格的申請，
整個預備過程亦是加神多倫多的一次自我
評估，在審視這二十個項目時，我們亦看到
可以進一步提昇的地方。加神多倫多今年已
經踏入第15年，合共138位畢業生，不單在
多倫多本地，更在加拿大各省市、中國、香
港、澳門、台灣、柬埔寨、巴拿馬等地牧養
教會或在基督教機構中服侍主。2015年取
得亞洲神學協會的認證，顯示加神多倫多的
辦學方式及學位課程均已達到國際認可的標
準。我們相信加神各院校在取得各省的頒發
學位資格後，將能夠為華人教會提供更適切
時代的神學教育，作忠心的管家，繼續培訓
合神心意的時代工人。

在疫情中的牧養關顧

因疫情今年博士班課程仍採用
網絡教學，博士班2021年有幾
位新生，請為他們進入新的學習
階段祈禱。

感恩2月25日由楊慶球牧師主講
的公開講座”美國黑人民權坎坷
路”順利舉行。感謝楊牧師，讓弟
兄姊妹對這題目有更多的認識。

2021年將有十一科網上普及神
學課程 (E.T.C.)課堂推出。包括5
科普通話, 6科廣東話。 願神使用
這課程, 讓有心志在教會事奉的
信徒能有基本的神學訓練。

請為學院在本地區的註冊禱
告，求神開通達的道路。為
已申請報讀課程的弟兄姊妹禱
告，求神保守他們在等候中有
屬天的平安，在靈性與心志上
好好預備自己。為所需要的行
政同工禱告，求神親自揀選預
備及差遣。

請為學院今年在多倫多和新加
坡的證書課程代禱，願神使用成
為各教會的幫助。

請代禱記念另一個於3月22日舉
行 的公開講座 , 講員是我們教牧
學博士畢業同學王乾洲牧師博
士, 題目: 講道改變了人的生命沒
有?  願神使用王牧師。

去年成功申請獲準成為Desig-
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DLI) 
指定學院，可以正式接受國際
學生的申請。請禱告記念同工與
國際申請人的溝通, 及要辦理繁
複手續等事宜. 願上帝成就祂要
作的工。

請為學院網站的《20世紀基督教
教育家巡禮》項目禱告。

請記念學院的發展，並為學院的
經濟需要祈禱。

加神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代禱事項

加神   溫哥華
代禱事項

加神   國際宣教學院
代禱事項

為在疫情下老師和學生的身、
心、靈健康禱告。

為卡加裡校區順利申請Desig-
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資
格禱告。

為2021年3月6日舉辦的神學體
驗營禱告。

為學院的招生禱告。求神帶領
更多弟兄姐妹來神學院學習，
在知識和靈命上都得更新和
裝備，更好地服侍教會，廣傳
福音。

求神繼續興旺神學教育的發
展，求神賜恩，讓學院的各項
支出有足夠的財務支持。

加神  卡加裡
代禱事項



報名二維碼

2020年1-12月財務報告

本財務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盼望以上資料讓各位了解學院的

財政狀況，求神繼續感動眾教會、牧者、長執、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

念並給予行動支持；使能造就更多神國的工人，承傳牧養宣教!

收入

支出

結存

加協
/加神（多倫多）

加神
(卡加裡）

國際基督教
教育學院

總結
（不敷）

$843,488 $123,528 $73,946 $1,040,962

$818,510 $150,924 $78,573 $1,048,007

$24,978 -$27,396 -$4,627 -$7,045

6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
多倫多時間晚上8時至9時半

加神多倫多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Canada M2M 3S4
Tel: 416-226-6620 ext. 2219   
ccstts@tyndale.ca   www.ccst.ca

加神卡加里

Unit #211, 240 Midpark Way SE., Calgary, 
AB Canada T2X 1N4
Tel: 587-968-8100   
info@ccstcalgary.ca   www.ccst.ca

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675 Sheppard Ave. E., Toronto, 
ON Canada M2K 1B6
Tel: 647-478-8574
isce@ccst.ca   isce.ccst.ca

加神・國際宣教學院

#99, Street 294, Sangkat Boeng Keng 
Kang Ti Mouy, Khan Boeng Keng Kang, 
Phnom Penh, Cambodia.
Tel: 855-12-848545
ccstmission@gmail.com   mission.ccst.ca

8971 Beckwith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1V4
Tel: 778-251-5678
info@ccstvan.ca   www.ccstvan.ca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Canada L4R 9Z4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880-3983    647-797-2648
admin@accte.ca     www.accte.ca

「加協」現接受電子轉帳 
(e-transfer) 奉獻，電郵是 
donate@accte.ca，如需要退
稅收據，請在 memo 一欄填上
地址。

--談上網成癮的影響及因應之道

網上奉獻請登入
donate.ccst.ca

報名及查詢：yvonnechung@ccst.ca
報名鏈接：ccst.ca/webaddict

洪麗芬老師

現任多倫多西區醫院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劃臨床心理治療師，

加拿大遠東電台特約心理輔導老師。

費用全免   自由奉獻

會議形式：Z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