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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 2014 年的一天晚上。我们

当时在渥太华的家中接到王牧师

的电话。话筒的另一边传来的是

很慢而且低沉的声音。我们谈了

大概 10 分钟，大多是有关于那时

候要拜访温莎华人宣道会的细

节。过程简单扼要，没有很多赘

述。这是我对王牧师的第一印

象：简单扼要，不多话。 

自从 2014 年 8 月开始在教会服事

一直到现在，这个最初的印象一

直没有变，但是越跟他同工，越

发现到他牧养教会的风格跟我认

知中、跟我所认识的牧者的风格

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多话，但是

在看到他可以做的时候，就二话

不说并卷起袖子就开始干活，在

主日的时候帮忙接送、聚会后的

午餐帮忙搬桌子、在厨房里帮忙

做饭、带领学生团契的同学们做

饭 …。这一切都在我心里面留

下很深的印象，我这些年间跟着

他也做、学习了许多。 

他在温莎的这十几年，教会的国

语堂从无到有，从他跟师母俩到

现在有一批爱主、愿意尽心尽意

事奉的同工，这点点滴滴尽都在

弟兄姐妹们的心头上。王牧师 6

月底即将退休，其实心中百感交

集，但是向主满满地感恩，因为

他跟师母为国语堂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谨以保罗的话送给我们的

牧师跟师母， “弟兄们，我不

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

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

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 （腓三 13~14）相信对

于王牧师而言，这只是他事奉人

生的一个小站，因为他当走的路

还甚远！（王上十九 7） 

愿耶和华的祝福、带领满满地临

到王牧师跟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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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主日學： 

每周日 10:30AM 透過 Zoom 進行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

j/81599862778?

pwd=eWNTUWNNMmRwbXhuRlN1Mjd1

bXZiQT09 

Meeting ID: 815 9986 2778 

Password: 53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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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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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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30 AM 開始直播  

    6/28 陳衛田 弟兄 

   主題: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

理，生命   

 經文: 约翰福音 14 ： 1-6  

成人主日學 

慕道友班 11:00 AM 開始 

其他班   11:30AM 開始 

詩班訓練: 1:30PM WebEx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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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師退休特別致意活動 

因疫情影響，王牧師的退休慶祝

將以 Drive by 方式于 6/27 日

周六傍晚 6-8 點于教會正門口舉

行，歡迎大家參加。 

鈕則綱牧師 



翁士行/张裴恩—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家的照

顾，也非常感谢牧师师母这些年在教会的辛

苦付出。希望你们退休后依然被神大大地使

用。 

仝焱/高燕—谢谢你们为教会做的一切，也非

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家的帮助，谢谢你们为我

们祷告。衷心祝愿你们全家在新的人生阶段

中继续荣神益人，与神同行。 

刘景春/杨焕杰—感谢您这十几年来对我们小

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还有我们一家的关

心和爱护。今年 7月您就要退休了，我们心

里很是不舍，但我们知道你还有更大的负

担，传福音的负担。愿神为您亲自开路，能

够结更多福音的果子。 

吴卫星/张耀红/郑莉莉—感谢王牧师十多年

来对我们全家人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您

对我母亲的关怀和照顾。愿神继续看顾保守

您和师母及其全家人。在您今后的生活中，

一定会更蒙神的恩典和祝福。 

吴慧琴—牧师师母，还记得 17年前你们千里

迢迢开来的大卡车，仿佛就在昨天，载着神

所托付的满满的爱。这一路走来，有欢笑、

有泪水、有艰辛，神都知道，神都记念。你

们是我们生命成长中的良师益友。感谢神的

恩典无限，感谢神爱牧师师母，无论你在何

方，愿这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祝福你的

心灵安康。 

回钟旋/张颖—王牧师，你好。转眼 17 年

了，你见证了我们教会的成长，也付出了辛

勤的汗水，上帝借着你的工作让更多人听到

了福音。还记得每周在你家的查经，当时有

太多的新移民，孩子一大群，还有很多老人

家。每次你都不止一两次地接送，查经结

束，家里一片狼藉。谢谢牧师和师母，愿神

记念你为祂所做的。祝愿牧师退休后的生活

继续蒙神的看护保守和祝福。 

张素芳—谢谢你们十七年如一日的事奉，特

别感谢你们对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

姐妹的关怀和帮助，感谢你们对教会的带

领，让我们认识了主，带我们走上了一条蒙

恩的路。感谢牧师师母的教导，让我们在基

督里彼此相爱，互为肢体，在爱中成长。求

主继续保守你们的事奉，保守你们的身体，

保守你们的家庭。与主同工。 

徐剑明/魏靖—牧师好，你就要退休了，真是

万般的不舍。记得刚来温莎时，很多人都说

牧师家是最繁忙的一个华人家庭。牧师为福

音的传播，把自己的家全然摆上，让我们很

感动，真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在这十年间，

温莎华人教会也成为我们在异国他乡的家。

我们这个家庭里充满了爱和温暖。王牧师，

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和核心。真是感谢

神。也求主继续带领保守师母和牧师今后的

日子。 

徐敏—王牧师，我到温莎的日子虽然不是很

长，但是在与你同工的时候，看到满满从基

督而来的爱。你对人的关怀，若不是有耶稣

基督在你里面，人是做不到的。你在厨房最

苦最累的活中，一干就是十几年。王牧师，

谢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什么是活出爱。我

们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活着。也祝愿你今

后的人生中，常有恩惠慈爱与你同在，一路

都滴下脂油。 

林一鸣—自从您来到温莎华人宣道会以来，

您在主日的证道让我在信主以及灵命的成长

上受益匪浅。您竭尽全力负上牧养的职责，

以各种形式向温莎华人传福音。我们真心感

谢您为主辛劳做工，愿主记念你。祝您退休

生活蒙恩。 

沈艺—当我回想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就知道温莎有一位乐于助人的王牧师。他不

单是热心地帮助我们，还在每年的春节晚会

上给我们带来很多感人的故事、小品、三句

半，都让我们记忆犹新，无限欢乐。感谢王

牧师，求主祝福你和你的全家，在今后行在

主的恩典之中。我们会想念你的哦！ 

熊敬芳—感谢您对教会和温莎社区所做出的

贡献，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和先生及家人的

关心和帮助，感谢您带我一步一步认识主耶

稣基督，并蒙恩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2004 年我第一次接触教会，是参加了您主办

的第一届春晚，让我第一次在海外感受了来

自家乡的温暖。最后，祝您退休后生活顺利

愉快，也愿主耶稣基督保守您和家人平安健

康。 

王秀华/严赛英—曾经记得我们刚刚来教会的

时候，你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为人和蔼

可亲。同时给我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

照顾，厨具铺盖什么都为我们预备了。非常

关心我们的灵命进展，你真心传道使我们受

益匪浅。你退休了，我们都非常舍不得。以

后要多多来往、乐观生活、注意身体健康。

希望你与我们多多联系，参加我们的活动。

祝身体健康，灵命长进。 

赵欣—感谢王牧师在我们来温莎这段时间对

我们家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感恩对我

们各方面的服事，也舍不得王牧师退休。我

们在主里永远是一家人，我们永远也不会忘

记王牧师对我们的带领。求神继续地保守牧

师和师母，在以后的生活中福杯满溢。 

邓涌/蒋纯青—谢谢牧师这 17 年来在我们教

会殷勤的事奉，谢谢你的耐心和爱心。也非

常谢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和帮助。感谢牧

师，愿主祝福你以后事奉的道路，也祝福你

们一家人。 

郭锦伟/吴丹耘—神大大的恩典藉着你们忠

心的事奉在温莎让国语事工有极大的发展。

祝王牧师在退休后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求

神保守你们一家福恩满溢。求神继续带领王

牧师在退休后为神做工为教会出力。 

杜一玲—认识王牧师有 4年多的时间了，从

王牧师身上学到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关

心别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急他人所

急； 2，以他人利益为重，宁愿自己吃亏；

3，不说漂亮话，以实际行动来表达他对大

家的爱。在此衷心祝愿王牧师平安健康永远

幸福。 

刘秀媛—听说你要退休了，我很是留恋。感

谢主！八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是主把我带到

你的面前，我当时老伴刚刚过世，女儿在美

国，我孤身一人在温莎，你的帮助让我感

动。经常是你用车接我参加教会的活动，学

圣经聆听神的话语，终使我成为神的儿女。

我始终觉得你是最好的牧师！你说过退休后

你还要去传福音，彰显神的精神。我也说一

句话送给你：好人一生平安 ，祝愿你的师

母健康快乐！ 

陈新华/刘秀莉—我在主里祝福你，神会继

续使用你，在世界各地你为祂带领聚会、布

道会、培灵会，希望更多的人因为你的分享

和见证信主，能够有更多的门徒。 

杨步东—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尽心尽力地在

教会服事众弟兄姐妹，愿主记念你们的辛苦

和你们的爱心。也求主更多地来使用你们，

愿你们的退休生活成为一个全新的蒙福的起

点，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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