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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代表师母和我的家人，再

次感谢弟兄姊妹为我的退休精心

准备了一场感人、温馨的欢送典

礼，使我终生难望。温莎华人宣

道会是我在北美 30 多年来所服事

的教会中最有爱心、服事最久的

一个教会，满了上帝的恩典与怜

恤。大家都很爱护牧师。我很感

恩和欣慰。 

17 年前，当我来到温莎时我就立

志靠着神，把教会建造成一个目

标导向的教会，而不是一个以人

导向，以节目、系统导向的教

会。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是以

目标做方向和动力，一旦有一天

我当离开这个教会时，大家会仍

然按着目标来服事神。17 年前我

给国语事工所定的目标和使命是:

传扬福音,建造门徒,崇拜真神,

彼此相爱,委身事奉来荣神益

人。根据主的大使命，我们定

出:传扬福音,建造门徒，成立了

福音部和教导部，根据主的大诫

命， 我们定出:崇拜真神，成立

了崇拜部，根据主的新命令，我

们定出:彼此相爱，成立了团

契、小组、关怀部。这四项使命

一定要平衡发展，教会才会健康

发展，这四个部门做为平台，让

大家操练委身事奉，最终来荣神

益人，活出基督、传杨基督、建

造基督的门徒与教会。我的异象

和梦就是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教

会时，能有 10 个成熟的基督工

人出来，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继

续完成主的使命和托付。 

如今我的使命已经完成，看到弟

兄姊妹都成熟、成长起来，我很

感恩。 

我有很多的软弱和缺点，我没有

甚么本事，只愿意用大爱做小

事、做实事。我准备回到我的母

会，我岳父在纽约郊区所创建的

华人教会去义务地服事一段时

间，20 年来那个教会一直没有国

语的传道人，只有一个粤语的主

任牧师在两边兼顾着，在我读神

学期间，他们一直为我祷告，经

济上也给我一些帮助。他们很欢

迎我能回去帮助他们一下。师母

会继续留在温莎，她还要 6-7 年

才能退修，我会常回来看看。愿

上帝祝福大家，我会继续为你们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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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主日學：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Wedding of Anna Zhang and 

Chris Choi: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Ontario concerning the Pub-
lication of Banns of Mar-
riage, WCAC is announc-
ing that Chris Ming Hong 
Choi and Anna Linshu Zhang 
will be getting mar-
ried.  The wedding service 
will be on July 11th.  A 
small group of family and 
witnesses will attend the 
ceremony.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 ɿʌɶɶ��B�從 w���ʒ���

牧者的話 � 

本週活動摘要 � 

美好的一天–羅傑斯先生 

電影介紹 

 
� 

宣教士介紹： 陸威牧師

夫婦 Albert and Elaine 

Lu—台灣 

 
 
�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教會重啟計劃 

 
� 

本期摘要 

牧師的話 

����-��-�� 

廣東堂: 

主日崇拜 

粵語弟兄姊妹可登入仕嘉堡華人
宣道會網上崇拜. 可登入
www.scac.org 點擊網上崇拜, 
(9:30am). 

星期六 4:00PM 的祈禱會將用 

WebEx 大組, 之後用 WhatsApp 分

小組型式舉行. 

1.弟兄姊妹透過網上崇拜, 祈禱

會, 主日學和查經班, 能異地同

心敬拜神和學習. 

2.為醫療前線人員和返回工作崗位

的弟兄姊妹禱告 

3.為在長期護理院的院友和員工祈

禱, 求主賜予他們平安和安慰. 

4.為粵語聘牧, 求主引領. 

國語堂: 
主日崇拜 (聖餐主日) 

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講員：鈕牧師 

主題: 彼此饒恕 

經文: 歌羅西書 3:12-14 

 

下週主日：(7/12) 

講員:楊磊弟兄 

經文：歌羅西書 3:15-17 

 

成人主日學 11:00 AM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Zoom 

 

禱告會 

每周四晚上 �����:HE([ 

 

王天聲牧師 



美好的一天–羅傑斯先生 電影介紹 

3DJH�� 
溫 宣 週 報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一些優質的電影沒法

在戲院上映，只好提前在串流平台上播放。

造福像我這樣的居家電影迷。 

最近在 Amazon Prime Movie 上可以看到電

影”美好的一天 –羅傑斯先生(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Mr. Rogers). 

這是一部透過一個記者採訪美國兒童節目主

持人弗萊得.羅傑斯 (Fred Rogers)的經驗，

描述羅傑斯一生致力於推行以和善和尊重的

態度來對待每一個人的知行合一態度。 

羅傑斯在小學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害羞的孩

子，因為長得稍胖，也是學校其他孩子霸凌

的對象，其他孩子叫他”胖子弗萊得(Fat 

Fred)”. 這對他的童年產生很大的陰影，但

也影響到他後來的整個發展方向，以身作則

用溫和尊重的方式來對待人。 

羅傑斯在 1962 年在匹茲堡神學院念完道學士

學位，並被按立為牧師，但他並沒有牧會，

而是進入電視台製作兒童節目做為他事奉的

工場。 

羅傑斯製作的兒童電視節目羅傑斯先生的鄰

舍(������ �����ǯ��������������)是美國史上

連播最久的兒童節目。它的前身是羅傑斯于

1962 年應加拿大 CBC 電台製作的一系列 15 分

鐘兒童教育節目。後來于 1966 年該節目在美

國東區公共電視播出，1968 成為全國性節

目，一直播到 2001 年。 

羅傑斯于 2003 年因胃癌病逝。他的一生，致

力於一個信念，就是人是神照著神的形象所

造，若以暴力或不尊重的方式對待人，就是

汙衊神的形象。他不論在螢幕前或螢幕後，

始終如一，關心人，花時間聆聽。每天過規

律的生活，並隨時有一份代禱名單每天為這

些人禱告。他雖不是大佈道家，卻用生命影

響了許多人。最近美國種族問題引起的抗

議，對抗頻傳。人人為了自己的權益上街

頭。演變成族群對立，甚至燒店搶劫。這個

時候，真的更需要神的價值觀和向羅傑斯這

樣一生將神的榮耀活出來的人。 

 

程度做為考量，必須在設備，資源，及

服事人員訓練都準備妥當後才會逐漸開

放。另外各堂可以照著自己的年齡結構

的健康風險，資源，自行訂定開放的腳

步。不需要大家一起開放。 

2.目前我們會採分階段開放方式： 

階段零：開放現場直播崇拜，只有服事

人員進教會，目的在訓練服事

人員熟悉器械操作及安全流

程。 

階段一: 開放有限度人數會友參與崇

拜。初步會採預先報名的方式

來控制人數。 

階段二：聚會人數會進一步放寬，小班

溫莎已於上週五正式進入安大略政府的第

二階段開放地區行列。隨著政府一步一步

的解禁。相信大家關心的議題，是我們教

會的應變，是開放呢？還是繼續網上崇

拜？教會的緊急應變小組經過一個多個月

的開會籌劃，目前我們教會的緊急應變計

畫已經經由長議會和區會批准。可以公佈

給會眾。以下就是我們開放計劃的一些摘

要。 

1.我們並不急著要開放教會，開放必須以

政府的規章，溫莎當地疫情的情況和我

們能不能有完善的措施和設備盡最大的

能力保護來聚會會眾的安全來做全面的

考量。所以在開放計劃中是以準備完整

主日學可以開放，禱告會可以回到

教會舉行。 

階段三：在教會的團契可以恢復，其他非緊

要的教會活動可以視情況做單獨考

量要不要重啟。 

從美國重啟後疫情再起的教訓看來，重啟實

在是比關閉難的多。請大家繼續為籌備團隊

禱告。求神給智慧能安全的重啟教會。 

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 教會重啟計劃 

陸威牧師夫妻都是生在北美第二代華裔。他

們在神學院相識並結成連理。畢業後在多倫

多第一宣道會服事八年，負責新移民，敬拜

及宣教等事工直到神乎召他們到台灣服事。 

陸威牧師一家人目前在台灣中部偏鄉的小鎮

褒忠服務。同時與台灣宣道會聯會和做在嘉

義市植一個新的教會。 

他們在台灣事工以五個事工為基調: 

1) 以禱告為基礎的事工 

2) 仰賴聖靈的大能的福音事工 

3) 深入的門訓事工 

4) 植堂及發展教會事工 

5) 深根社區的關懷事工 

異象 

主，求主因著你的榮耀，帶領我們在台灣的

勞工群體中建造可以培養門徒，複製教會，

以至於震動全地的屬神的社區。 

目前的優先事項 

我們目前的主要服事工場在雲林縣的褒忠

鄉。一個坐落在嘉南平原上人口約一萬三千

人的農業鄉。主要信仰是台灣沿海的地方宗

教媽祖崇拜。我們在褒忠的事工包括植堂，

傳福音，帶領門徒及領袖的訓練。目前我們

也和台灣宣道會聯會合作在嘉義市植一個新

堂。 

目前我們的事工有在當地小學的英語教學

班，課後安親輔導班。並藉由探訪，小組和

英文教學各層面的深根社區，藉愛人的見證

來傳福音。請時常的為我們的事工禱告。 

宣教士介紹： 陸威牧師夫婦 Albert and Elaine Lu—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