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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乐融融谢主恩
————第一家烧烤聚会纪实
8 月 2 日傍晚, 阳光依然明媚，来自 10 多个家庭的近 30 几位弟兄姊妹相聚在陈惠忠弟兄家的后院, 在这
里享受了烧烤美食和弟兄姊妹间和睦甜美的交通。
后院不大， 但主人却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色彩绚丽的滑滑梯依着结满青青果实的梨树伸展开来， 树
下荫凉处，几张餐台， 几十把椅子已排得整整齐齐。一个小小的儿童戏水池这时已被一块量身定做的木板严
严实实地盖了起来，用做摆放甜点和餐具。而主人陈弟兄却在这低矮台面的一隅乐呵呵地弯着腰，用 Blender
为大家加冰制作柠檬水， 天热人多， 大家一杯接一杯地豪饮， 孩子们也喜欢那甜甜酸酸冰冰的味道， 一
个劲地“还要！ 还要！”Blender 不断的嗤嗤运转声和陈弟兄不厌其烦的喜乐笑脸在灿烂的阳光下竟是那样的
和谐动人。
那边厢， 在车库的进口道上， 已架起了三个烤炉， 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边聊边烤， 热火朝天。烤
炉里的鸡翅、牛肉、猪排滋滋地叫响，散出诱人的香味， 仿佛也在为我们的烧烤聚会高兴着，甘愿成为我们
口腹中的美食。
其他插不上手帮忙的弟兄姊妹这时已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聊工作、聊家庭、聊孩子教育。 聊
着聊着， 我们不禁分享起主带给我们的喜悦和他无私的爱， 感叹凭着我们自己实在是不能做的事，但主为
我们成就了。
一辆小汽车悄然地停在院外的车道口，“来啦！来啦！”
的欢喜吆喝声将我们的眼球吸引过去。 原来，Lily 姊妹将
住在老人院的顾弟兄和他的姊妹， 以及陈美爾姊妹也接来
了。过去我们在会所彼此见过， 却没有机会交通， 而今
天的烧烤却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给老人递上果汁， 一个
微笑、一个颔首也传送着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的合一。
平时在话语服事上活跃的刘弟兄这时却不声不响地拿
起摄像机，摄录着这一片欢欣融洽的场面。无论是烤炉前
挥舞着叉铲忙得不亦乐乎的，还是安坐在树荫下谈笑风声
的弟兄姊妹们，以及跑前跑后追赶嬉戏的孩子们统统被捕
捉进了刘弟兄的镜头。
转眼各样的美食已摆上， 我们准备开饭了！ 刘弟兄正在为我们大家做谢饭的祷告，大家低着头默默地
感谢主赐予我们的丰盛晚餐。就在这时 Daisy 姊妹的小女儿，不到两岁的 Katie 却嚷嚷起来， 她稚嫩而严肃
的声音响彻后院， 几乎压过了刘弟兄的祷告。她一连叫了三遍， 当我们抬起头， 听了 Daisy 充满歉意的解
释， 这才分辨出原来刚才她是在提醒：“大家祷告了， 眼睛要闭好！”我们禁不住开怀大笑，这真是一个有
神祝福和保守的家， 连这么小的孩子也懂得了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祷告。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烧烤聚会从下午 4：30 开始一直到晚上 10：30 才结束。在这充满主爱的仲夏之夜，
兄弟姐妹们品尝美食，分享主爱。 我们心中平安幸福，衷心赞美主耶稣，主赐我们食物供给我们生命之需，
主的爱更是我们心灵的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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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山中唱哈利路亚
八月三日，教会家
庭小组第二和第三家
的弟兄姐妹们连同福
音朋友共 150 余人，驱
车前往位于北温的
Lynn Canyon Park 共渡
了轻松愉悦的一天，并
在大自然中再次体会
到神造天地万物的恩
典。
参天古木，峡谷飞
瀑，铁索吊桥，淙淙溪
流，众人置身于此景
中，引声高歌《唱哈利
路亚》以及《唱一首天
上的歌》。弟兄姐妹的
激情满怀和欢喜快乐，
给福音朋友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谢弟兄还带领大家读了两段经节并做以简短讲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
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 。
”(罗马书 1：20) 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为的是把福音的种子再一次撒播在福音朋友的心田。神的话语
也如同那生命之泉，也丰丰富富地供应给蒙恩得救不久的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见证了神的伟大！
接下来的美食聚餐也将这次聚会推向了高潮。西人所谓的 POTLUCK，在中文里被译作百乐餐。大家慷慨献厨艺，三
张食台上很快就摆满了食物，荤素甜品，样样俱备。每一位在场者都感受到了弟兄姐妹间的合一与协调。这又是神慈爱
的见证！
之后，众人开始自由活动，领略自然风光。站在吊桥上，举目四望，遥想百年前吊桥上站着的淑女绅士如今早已做
古，而此时站在吊桥上的我们，若干年后也会尘当尘，土归土，唯有青山峡谷依旧，不由让人想起那段经节，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 8：4）是的，在这人世间，纵有千般荣华富贵，百转情愁，也不会永
恒，真正的永恒国度在天上，在神的手里。沿着崎岖山路来到溪水岸边，孩子们雀跃吹呼，下到水里嬉戏玩耍，这些被
电视、电脑游戏陪伴长大的孩子们只有在山水间才会真正体验到原始简单的快乐，而这快乐正是来自于神的恩典。
郊游结束了，大家各回己路，虽然前路仍有烦琐事务，但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轻松出游，以及在自然界中思想神的话
语，我们都会觉得又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去面对去忍耐，直到见着亲爱的天父。

我们愿意认识神

——第四家 BC Day 福音聚会点滴

2009 年 8 月 3 日是 BC Day，一个晴朗的日子。神在温哥华的教会第四家庭组，在本拿比 Abel 弟兄家举行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福音聚会。参加的人超过 40 位，半数多为福音朋友。感谢主，来的人数虽大大超出预期，但食物充足有余。房
子不大，却能容纳所有的人。大家在一起交通、唱诗、读经、敬拜主，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甜美和喜乐。
这次来了不少新的福音朋友。有的是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接触福音；有一些对神已经有一點的认识。他们带着渴
慕的心而来，希望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刘弟兄用幻灯片作了深入浅出的福音讲解。大家认真地聆听着,也许圣灵的
种子已经在他们心中悄悄发芽。
福音朋友提出了许多令他们迷惑的问题：譬如怎样知道有神，如何祷告，为什么要受浸等等。他们感到参加这次聚
会的收获很大。有几个福音朋友表示要来参加教会的周六福音聚会。
这次聚会有一段美好的小插曲。一对刚搬来隔壁不久的台湾夫妇，被聚会热烈又喜乐的气氛吸引，也加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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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来客身上都粘贴了写着本
人名字的纸条，以便相互交通。在
BBQ 聚餐前，
安排了采摘野生黑莓，
儿童乐园和森林游三个项目，自由
参加。采黑莓的搬凳子、爬山坡，
同心协力采摘高枝上熟透的黑莓；
青少年儿童们在乐园里滑滑梯、打
篮球；森林游的和大自然零距离接
触，身心舒畅。当天艳阳高照，体
力消耗颇大，但大家都兴致盎然，
意犹未尽。
这次家聚会为兄弟姊妹和福音
朋友提供了一个互相服事和交通的
机会。正如诗歌里所唱，
“看哪弟兄
姐妹们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又
是何等地美。……因在那里有神命
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

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 !
—第五家活动分享
早在数周前， 第五家庭小组的众弟兄姊妹和
福音朋友们就兴致勃勃地筹划八月九日下午主日聚
會后去 LANDNER 的 DEAS ISLAND 公园郊游。
大家都期盼神赐予一个明媚晴朗的煦日可以尽情享
受郊外美丽的大自然。
八月九日清晨，天空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
下着小雨，细雨滴滴落在弟兄姊妹们的心上，更加
重了大家对下午天气转晴的祈望。上午来到会所参
加聚會时，弟兄姊妹们见了面彼此互相鼓励要靠信
心向神去祷告，希望这次郊游能够成行。整个上午，
雨还是不停地下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等到
聚會结束时弟兄们不得不改变初衷，决定在会所聚
餐。
台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预备， 四十余位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和孩子们在宽阔的餐厅里唱诗，谈笑风生，享用各家带
来的美食，在神的家里自由交通，完全忘却了一墙之外的阴雨连绵，餐厅里洋溢着一团欢喜快乐的气氛，没有一丝沮丧
和失落。聚餐要结束时，刹那间一屡强烈的阳光从门中射进餐厅，众弟兄姊妹们忽然意识到在交通中我们已完全忘记了
时间，更没有注意到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大家无不欢喜雀跃。 啊 ！耶和华， 我们的神，你是何等良善， 眷顾我们
如此细腻， 没有安排我们大家尤其是家中怀抱的婴孩们在阴冷的户外野餐，你深知我们的需要，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
念。 神啊， 你又是何等信实， 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的预备是何等的奇妙！ “ 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
信实达到穹苍。”
（诗篇 36：5）
大约下午二时左右， 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众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驱车前往 DEAS ISLAND 公园。

蓝天， 白

云，青草，绿荫， 参天大树， 河畔小径，大人孩子们徜佯在草地上踢球运动， 漫步于林间小径， 品尝甘美的黒莓浆
果，所见和所到之地处处描述着耶和华神创造的大能和奇妙。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诗篇 19：
1）

“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五谷。

”
（诗篇 65：9，11）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你以恩典

身处这佳美之地，我们怎能不高声赞美我们的主耶和华

啊，你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主宰和追求， 你的恩惠慈爱必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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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Special! -- Joy R Us 2009
Joy R Us has been a time that everyone looks forward to, children and serving ones alike. It always begins with a few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felt the burden for children to gain an appreciation for God. This year is no different. Many children that attended
this year’s Joy R Us have been coming to Saturday night meetings as well as Sunday Children’s meeting. Many of them have
been here from the day they’re
born until today in Grade 6 or 7.
Within this time, they have been
coming week after week. To them,
Saturday and Sunday meetings
may just be a part of their weekly
routine. They come each week to
see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sing
the same songs, and hear similar
stories. It is our goal this year to
show them it is not merely a
weekly routine. In fact, we wanted
to show them how special it is to
be a child of God.

Children are special
I believe all parents can testify that
children are special to them. After
all, the mothers have to lug the baby for 9 months before giving birth which is a painful process by itself. God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 that we can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To us, it is only a matter of believing (John 1:12); but Jesus had
to suffer death by the cross in order to impart His life to us. It is therefore not a small thing that we can be called a child of God.

Christians are special
Christ did not die for you and me only but for all men. All those who have received Christ Jesus are children of God. If God loves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we should also love and cherish the same person. We hope the children would learn to love and
respect other saints in the meeting.

Meetings are special
We were burdened to share to the children that meetings are not just a social gathering. It is not a place for gossip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latest fashion. Meetings are where Christians come and share the wonderful things God had done in their life. It
is in meeting that we sing praises and offer up prayers (Eph 5:19; Matt 21:13). No matter how young or how old,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ray or praise.
We hope through this year’s Joy R Us,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serving ones) would learn to appreciate coming to the meetings
and would open up to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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