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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My Dear Husband 

回憶我親愛的丈夫 

馬如玉師母 

 我很感謝神把我們二人放在一起結合

為夫婦，雖然只是短短的十八年，我多麼希

望神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就是多

十年，五年，三年，甚至乎一年也好，但神

的意念是高過我們的意念的。我們結婚的時

候，我是三十九歲，而他已是五十一歳。我

們各自有自己的習慣那麼久，而現在要生活

在一起那是多麼困難的事，而且我倆都是很

獨立，自主自來自往的人，很多人都不看好

我們的婚姻，說我們不到一年就要離婚，我

們竟然在一起十八年，而且是越來越和諧就

好像美酒，越醞釀，就越醇，這都是神的恩

典。 

 Linus 曾對我說，我決定要愛妳。起

初我是很不服氣的，怎麼愛我是要決定的

嗎？好像那麼勉強的。後來學到愛也是一種

操練，好像做運動那樣，要持續有恆心的去

維繫，否則就沒有果效就會走樣，變質。 

 劉廣華牧師教導 Linus 要愛教會，甚

至乎要環抱著教會來做。回顧 Linus 收養教

會的十多年來，他是真的很聽教，無論在任

何情況下，他總是將神、教會放在首位。 

 神的安排很奇妙，看到祂如何興起一

個一無是處的器皿，祂裝備他，一步一步的

帶領他，使他從不認識神到全身奉獻。 

 在神的帶領以及劉廣華牧師的鼓勵

下，執事和同工們的支持下，Linus 建立了

珊瑚泉教會，從幾十人到今日的四百多會

眾，兩次的建堂，建立了 West Palm Beach 

Mission、幫助建立 Orlando Mission、上海

的生命泉福音堂、濟南的事工，這些全部都

是神的工作，Linus 有幸被使用， 

 他真是一個謙卑、充滿愛心、忠心的

僕人，他不會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傳福音

的機會。他很忠於神的話，常常苦口婆心的

勸導我們勤讀聖經、祈禱。他就是為他生病

前因太忙，而少了禱告而很難過。當他在病

床上的十多個月，每時每刻都在為教會、牧

師、執事、同工、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弟兄

姊妹禱告。 

 他的妹妹在整理他的文件及書稿的時

候，無意中發現了他的一本日記，裡面大部

份是一些禱告。在 1996 年 9月 4 日他寫了: 

“John約翰福音 17: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

了你，你交給我要作的工，我已經完成

了。’ 這些會是我在地上最後可說的話

嗎？若可刻這些字在我的墓碑上，那麼我的

生命便活得有價值了。” 弟兄姊妹們，我

相信這節經文不單只是刻在他的墓碑上，也

刻在他的生命裡，繼而刻在我們的腦海裡，

對嗎? 讓我們也一同努力做好神要我們每一

個人做的工。 

 神在不同的時間興起不同的人來成就

祂的工作。現在我們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是

在準備開始第二頁。讓我們就聽 Linus 牧師

最後的教導：要剛強壯膽，愛神並完全跟隨

祂，也要愛並支持你們的新牧師。 

 

榮耀唯獨給神 

劉馬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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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兄長 
劉利培 

 還有兩小時，兄長 Linus 就入土為安，主

懷安息，嚴肅的時刻已過，讓我們輕鬆一下，到

時會去自助餐室大吃一餐，慶祝他新生命的開

始 。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當離開這世

界後，一切都成為過去，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人世間悲歡離合由誰掌管呢？人總不想面對

(生命終結)這問題，生命實則價值如何？     

 讓我與大家分享 Linus 當晚離去情境，或

許我們有不同的感受，將我們帶回認識掌管生

命的慈愛天父神裏，祂賜給我們那份意想不到

的平安和喜樂吧！深夜兩點半後，我和太太凱

馨從師母家離開，四點十五分手機響了，心知不

妙，隨即帶著沉重的心情趕去牧師家，而歐煒文

夫婦、嘉恩、亭竹亦紛紛來到，我們七人在床前

唱詩禱告，當 Regina (妹妹) 禱告時，察覺牧師

已停了呼吸，我們都悲痛欲絕，她和師母更哭不

成聲，而我不知怎的叫了一聲 COME IN!  

Regina 以為這時還有人到，問是誰？ 區執事在

旁忙安慰解釋說是神叫他進入天國之門，她大

笑後繼續地哭。其間我們因等靈車接走 Linus，

在這兩個多小時裹，有哭有笑，訴說 Linus 生平

趣事，更時常走近床前整理他的衣服，面容。當

晚有個資深護士在旁,看見一切，走來分享她的

感受，多年來這場合見過不少，但平安，喜樂的

離別還是初次看到，她是信徒，這對她的信念和

信心大大的增加。Linus!多麼美好的見證啊！ 

記得當時我跟 Linus 說，要在天國留住一塊好

地方，給我們將來共聚，( 天國到處都是樂

園 )，今天到教會人數眾多，或需更大的樂土，

三面環海，有湖釣、魚、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等。

我不是說笑，因這是神給我們的應許，只要我們

成為衪的兒女，將來就可與神一同在永恒的天

國裹，享受永生，沒痛苦，離別，失落。這對(生

命終結)就有不同見解，原來今生是可以為永恆

而活，活著就有意義得多，不再把名利放首位，

只要憑良知盡責任做，得失由神掌管，我們有更

高的目標和盼望活下去！當我們有苦難，會問

為甚麼神允許發生，理性上我們有自己的答案，

若擺在神面前，就知道與神的關係認識有幾多，

或根本不認識祂。從 Linus 書信中，我們看不

到責問、埋怨、忿怒和怨言，卻是隨時讚美、教

導、儆醒和交托，更令我感動的是，在最後的書

信尾段寫下: “親愛的，這也許是我最後一篇

文章；要 (剛強壯膽)，愛神並完全跟隨衪，也

要愛並支持你們的新牧師。”後來我知道他是花

了兩個小時，跟冠雯和表姨，三人同哭合力，用

他餘下的精力所表達的。以他那時的狀態，卻叫

我們剛強壯膽，藉著主耶穌賜給我們的力量和

真理，凡事可行。可知Linus對神的忠心和信心，

將生命全然交上……Linus，多謝你的教導！  

 各位親友，今日我們帶著哀傷的心情參加

Linus 牧師安息禮拜，如果願意的話, 只要口裏

承認，心中相信，亦可以開開心心帶著神賜給我

們的救恩回去，將這福音傳給你家人、親友，讓

平安、喜樂充滿你的生命。相信這是 Linus 最

大的遺願，也是他人生最後二十年的使命。多謝

大家！願神祝福你！ 

  親愛的主耶穌，每次我來到祢面前向祢禱

告，都膽戰心驚，我是不配的，祢是至高者，祢是

永生神、亦是慈愛、信實、公義的神、我們感謝讚

美祢！ 

 憂傷悔改的靈祢必不輕看，我們現在在殿中

親自向祢認罪悔改，有意或無意傷害到身邊的人，

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求祢用慈愛管教，將我們偏

離祢的心歸回, 走去神國的道路。這星期裏，因

Linus 離我們而去，各人都懷著極憂傷沉痛的心，

求天父止息我們的眼淚，加給我們力量，平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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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June 8, 2013, at my brother 勝哥 me-

morial service, I had the privilege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Linus' life. I had recounted how he always 

lived life to the fullest, fully for the flesh before 

knowing Jesus, but truly for The Lord aAer he re-

ceived Jesus Christ as his Lord and Savior. 

 Here is a recap of what I shared giving all 

the glory due God. Here also, I will share about the 

�mes that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with Linus in his 

last days. 

 God is pa�ent - God moved Linus to His 

bosom at age 50 by using His servant Bonnie to 

lead him to the Cross. As God would have it, Bon-

nie challenged Linus to go to church with her and 

they sat in the front row. When Linus liAed his 

eyes and saw the cross right in front of him, he 

could no longer run from the reality of what Jesus 

had done on the cross for him. He could no longer 

hide behind the mask of a person who knew God 

had saved him from three life threatening inci-

dents to all which he said he would serve Him once 

he is out of danger. All these he had forgo2en 

once he got out. He could no longer run away from 

the reality of his sins except to give them up, to 

confess and repent and accept Jesus as his Lord 

and Savior. 

 God is faithful - Not too long aAer that, God 

blessed Linus with Bonnie as his wife and life part-

ner. Then not much longer aAer that, He called 

Linus to become a pastor and he responded which 

resulted in preparing him in character and humility 

to build and shepherd the Chinese Bap�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God then moved Bonnie to be Li-

nus' constant and devoted ministry partner and 

she faithfully did that to the end. 

 God knows His own - aAer his conversion, 

God turned Linus' old character traits to use for His 

glory. His commitment to family turned to his com-

mitment to the church family that God placed un-

der him. I had first hand experience of this when in 

his early thir�es, Linus showed his giA of pastoral 

care by reminding me of love and care for our fam-

ily when I had neglected them. In his late thir�es, 

our father was in ICU aAer an open heart surgery 

in San Francisco, Linus was the one who sat by 

Dad's bedside and spoke to him most. It was then 

that he promised Dad he would take care of his 

siblings (two older brothers, two younger brothers 

and two sisters). Li2le did he know that in his early 

fiAies, aAer he received Christ, that the care would 

turn into spiritual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emo�on-

al. When I reached out to him, Linus began to pa-

�ently and lovingly show me that life in Jesus is far 

be2er than life for oneself. I was blessed by his 

admonishing me of my lifestyle then. I was convict-

Remembering My Brother 
Regina Lau 

心，使悲哀化為行動，在各事工上，去成就祢的大業，現時每一刻世上都發生著不同的事情，得

失成敗看得很重，追求名與利已成潮流，享福的人多，感恩的人少，而世上到處都有祢的蹤跡，

人是認識祢，只是硬著心，卻看不見祢，以為只靠著自己就得著一切。天父啊！求祢憐憫他們，

打開他們的心，明亮他們的眼睛，使他們明白誰是掌管一切，讓福音得以廣傳出去，萬國萬民都

歸向祢。Linus 牧師蒙召歸回祢的身邊，屬世的我們，當然是極大的傷痛，放不下，然而是祢的

旨意，我們定當順服，祢止息他在地上勞苦病痛，甚至試探，與祢永永遠遠同在是多麼美好，這

都是我們最想到的終点。我們全然交托給主耶穌祢，求神成全，收去我們一個懼怕的靈，賜下一

個剛強，仁愛，謹守的靈，延續 Linus 牧師的使命。 

 求神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Page 7 珊瑚泉之光 第三十三期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sue 33 

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ed to change and was truly blessed with a wonder-

ful husband. Linus then pa�ently walked with me 

in my spiritual growth. He was never further than a 

phone call away. 

 By God's grace, Linus lived the last third of 

his life fully for The Lord. He was relentless in shar-

ing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to those who 

came in contact with him through his words, deeds 

and mostly his commitment to his Lord. If there 

was any regret, it would be that he didn't get to 

personally reach two of his brothers to Christ. 

However, he also knew well that God's goodness, 

plan and �ming is far be2er than his own. 

 During the last eighteen months of his ill-

ness, Linus and Bonnie and my husband gave me 

the privilege of spending much �me with him. I 

witnessed first hand how Linus lived out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the way he signed off all his corre-

spondence, Soli Deo Gloria: To God Alone Be the 

Glory. AAer the ini�al shock and struggle with the 

diagnosis of the incurable disease, he acknowl-

edged that his life is in God's hands. He con�nued 

to study scripture un�l he could no longer use his 

hands to turn the page or move the mouse. Yet, 

Bonnie con�nued to read scriptures and sang 

hymns to him every night. 

 When we were interviewing full �me care-

givers for him and he could s�ll talk a li2le, he nev-

er missed the chance of sharing the Good News to 

them. I know that he had touched the life of at 

least two people. He was always aware of the peo-

ple around him and concerned for their spiritual 

and physical well being. I knew that he couldn't 

express it, but that he prayed all the while. 

 He shared with you in the "Whisperings" 

how blessed he was receiving God's uncondi�onal 

love, Bonnie's love and devo�on, love of his family 

and everyone of you at CBCCS. He regarded you as 

his spiritual sons and daughters, brothers and sis-

ters as his family, old and young. His desire was to 

have more �me with you, to help you mature in 

the truth and the love of The Lord. If he could, he 

would have liked to teach you from the Book of 

Romans and the Book of Psalms. 

 At one point, he asked me and the family to 

pray Psalm 116 with him to draw strength from.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lessons from Linu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is how to be a true 

follower of Christ. It’s not about what you bring to 

the table, but rather the condi�on of your heart. 

 Even though Linus loved and respect every-

one who worked alongside with him, even those 

who were against him, he knew his strength was 

to be drawn from the One he served. 

 I know now why his life hymns were "Near 

The Cross" and "My Jesus, I Love Thee". 

 

He lived the last part of his life knowing this: 

"Near the cross, a trembling soul 

Love and Mercy found me 

There the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Sheds its beams around me" 

 

And his hope was in this: 

"In mansions of glory and endless delight 

I'll ever adore Thee in heaven so bright 

I'll sing with the gli�ering crown on my brow 

If ever I loved Thee, my Jesus, '!s now" 

 

 Linus, you modeled for me how following 

God can turn an ego�s�cal, self-centered self to a 

lover and servant of God and persevered even 

while going through fire of trials, yet remain fully 

commi2ed to The Lord. You have leA a legacy of 

God's love which is s�ll unfolding with your broth-

ers and sisters maturing in Christ and people turn-

ing to The Lord from your life. 

 I miss you and our phone conversa�ons. 

 I shall never forget your desire for me to 

know The Lord. 

 I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when God calls 

us all home and have a real family reunion. 

 Thank you for saying yes to God's call and 

your love for all of us! 

 Praise and Glory be to God. Hallelujah! 

 Your loving sister, Re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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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虛空到真實（劉勝培牧師安息禮拜證道信息） 
劉廣華牧師 

 各位來賓，各位弟兄姐妹，Bonnie 師

母，各位親人，我們所敬愛的劉勝培牧師已

經在 2013 年 6月 4 日被神接去，返回天

家，與主永遠同在。今天早上，我們同聚一

堂，目的是追思 Linus 牧師為主耶穌所做的

見證。首先，請大家一同起立，安靜默禱一

分鐘。 

 今天我要傳講的信息，一共有兩點，

簡述 Linus 牧師在世上的旅程。 

 

一.一.一.一.    返璞歸真返璞歸真返璞歸真返璞歸真    

 「璞」就是還未曾雕琢的一塊美玉。

返璞歸真的意思就是﹕離開外殼，歸回本

質。這句成語正好用來形容 Linus 牧師的前

半生。當神創造 Linus 牧師的時候，他是一

塊美玉，但是那個時候他不認識神，在世界

追求他認為最好的東西。後來主耶穌拯救了

他，並且呼召他做神的僕人，從此神就把這

塊美玉雕琢，放在祂的聖殿裏面使用。剛才

所讀的第一段經文說﹕“在耶路撒冷作王，

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傳道者說﹕虛

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道書 1:1-2）。這段經文是兩千多年

前，全世界最成功，最富有的所羅門王，在

晚年的時候，得到神的默示而寫下來的。當

時他以傳道者的身份來勸勉後人。 

 所羅門是最有資格講這句話的人。因

為他想要得到的，他都得到了；他想要享受

的，他都享受過了。請看他自己怎麼說吧﹕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

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傳道

書 2:10a）像所羅門這樣的人，應該是世界

上最滿足的人，但是他不但不感到滿足，反

而感到很虛空。當一個人能夠體會到「虛

空」這兩個字的時候，他已經改變了，已經

不是從前那個人了。最後所羅門說﹕“你趁

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

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

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 12:1）所羅門

這句話證明，人的心是為神而造的，比這個

世界還要大。因此，如果一個人的心沒有

神，就算他賺得全世界，他也不會滿足。所

以我們要把我們的心歸給神，越早越好。

「記念造你的主」，就是把你的心歸神的意

思，因為記念是由心發出。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解釋所羅門王所講

的真理。俄國大文豪，世界名著「戰爭與和

平」的作者，托爾斯泰（Leo Tolstoy）曾經

說﹕「當我還未得到我想得到的東西的時

候，我覺得很空虛；當我得到的時候，我覺

得更空虛。」托爾斯泰出身貴族，生活在俄

國大革命的時期。那時無神主義正在興起，

人人都在追求名利，托爾斯泰也不例外。結

果，名和利，他都得到了。正當他名成利就

的時候，他內心突然感覺到一切都是虛空。

於是他跑到一個森林裏面，要尋找真神。他

舉目望天，大聲說﹕「神啊，如果我找不到

你，我就用繩子把我自己吊死。」結果他找

到神了。原來神無所不在，如果我們肯真心

真意尋找祂，我們一定會找到祂，可惜有許

多人從來就沒有用真心真意去尋找神。當托

爾斯泰找到神之後，他就變成一個新人，跟

著他又寫了一部世界名著，名叫「復活」。

這部有神的名著，震撼了整個揚言無神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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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 

 我是透過 Bonnie 師母認識 Linus 牧師的，跟著神給我機會帶領

Linus 牧師歸主。當他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個人救主的那一天，他在我們

母會的大禮堂，對著大禮堂裏面的大十字架，痛哭流淚，變成一個新

造的人。從此，他就努力追求真道，熱心傳揚福音，在教會全面服

事，做我的翻譯和助手。後來 Linus 牧師和 Bonnie 師母結婚，婚禮是

由我主持。這是我一生所主持最感人的一個婚禮。因為他們決定使用

他們的婚禮來做一個佈道會，傳揚神的福音，不是用來彰顯排場。我

相信當時有許多親友接受了福音的種子，後來發芽開花，成為基督徒。他們結婚之後，神大

大賜福給他們，當時我聽見很多人說，他們是全南佛州最成功的年輕夫婦。就在這個時候，

神的靈感動 Linus 牧師，放棄自己的事業，進神學院讀神學，決定在他以後的日子忠心服事

神。這就是返璞歸真！ 

 

    

    

    

    

    

    

    

    

二.完璧歸神二.完璧歸神二.完璧歸神二.完璧歸神    

 「璧」就是美玉的意思。Linus 牧師的後半生，就是把完璧

交回給神，由神使用。在我退休之前，我請邁阿密母會按立 Linus

弟兄為牧師，把珊瑚泉福音堂交由他牧養。珊瑚泉福音堂在 Linus

牧師牧養之下，成立為教會。我希望大家永遠都不要忘記，Linus

牧師是我們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第一任主任牧師。教會成立之

後，人數增多，擴建禮堂，很快就成為包和縣最大的華人教會。

40 多年前，神呼召我來佛州做開荒的工作，凡有華人的城市，我

都去傳過福音。在我退休之前，我還有一個夢想，就是在 West 

Palm Beach開一個福音堂，可惜師母患了癌症，我要提早退休，

於是我把這個夢想交由 Linus 牧師去完成。Linus 牧師不負所託，

當他把珊瑚泉教會建立之後，就立刻前往 West Palm Beach開辦了

一個福音堂。可能大家有所不知，Linus 牧師最大的恩賜就是個人

佈道，尤其是向自己的家人傳福音。他帶領了不少親友歸主。Linus 牧師是我一生當中所遇見

最有能力的個人佈道家。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

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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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 4:7-8）這是使徒保羅所說的話。這句話，可以應用

在 Linus 牧師的後半生。我自己是神的僕人，我對一

個神的僕人的評價有三點﹕ 

 

第一，高舉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第一，高舉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第一，高舉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第一，高舉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Linus 牧師牧養教會，從第一天直到最後一天，

都把耶穌基督和祂被釘的十字架高高的舉起來。 

 

第二，傳揚耶穌基督和純正的福音。第二，傳揚耶穌基督和純正的福音。第二，傳揚耶穌基督和純正的福音。第二，傳揚耶穌基督和純正的福音。    

 Linus 牧師由第一天直到最後一天，所傳的信

息，都完全依照聖經所言。這就是純正的福音。 

    

第三，忠心為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第三，忠心為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第三，忠心為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第三，忠心為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也是我們屬靈的家，Linus 牧師由第一天開始做我們的牧師直到最

後一天，都愛這個家，擁抱這個家，忠於這個家，持守和維護這個家的信仰。他寧願被人批

評，甚至被人攻擊離棄，他都為神站穩，不肯放棄他的立場。雖然 Linus 牧師年少的時候信奉

天主教，他讀的神學是長老會神學院，但是他從來沒有把天主教的傳統和長老會的運作，注

射在他所事奉的教會裏面。因為他清楚神帶領他來浸信會，呼召他做浸信會的牧師，並且清

楚知道浸信會的信仰完全根據聖經，他就至死忠心的持守他所信所傳的。 

 今天，為主當走的路，Linus 牧師已經走完了；為主當打的仗，Linus 牧師已經打過了；

為主當守的道，Linus 牧師已經守住了。做為神的兒女，Linus 牧師所牧養過的羊群，我們應該

效法 Linus 牧師所留下來的榜樣，繼續持守和維護我們所信的，高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熱心

傳揚純正的福音，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最後，讓我講講我個人的傷痛。自從 Linus 牧師歸主以後，在事奉上，他一直與我同

心，同工，同行，同坐。為什麼我說同坐呢？因為當年 Linus 牧師在邁阿密母會的時候，無論

在台上，在台下，在開會，還是在聚餐，他總是坐在我的旁邊。母會的弟兄姐妹可以為他做

見證。兩個禮拜之前，我上來講完道之後，Bonnie 師母請我吃午餐，Linus 牧師又坐在我旁

邊。這是我們兩個人在人間最後一次同坐。此情此境，猶在眼

前。自從師母去世以後，Linus 牧師經常打電話來問侯我，每

一個月他都和 Bonnie 師母下來邁阿密看我一次，請我到外面

去吃飯，使我開心。 

 Linus賢弟，現在你先我而去，從此在事奉的道路上，我

就失去了一個知己，我以後的日子就更加覺得孤單了。然而，

我感謝神，因為我回家的路也近了。當我回家的時候，我一定

會找你，呼喚你的名字，那時我們就可以永遠坐在一起了。

Linus賢弟，直到我們再同坐的那一天，你安息吧！你在地上

所撒下的種子，神會繼續澆灌；你在教會所付出的勞苦，神會

記念；你為主所做的見證，永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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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Linus took a chance on me. A guy 

fresh out of seminary with limited ministry experi-

ence and a heart for the Chinese. Pastor Linus took 

me under his wing and showed me the ropes of 

pastoral ministry. He did not simply give me “book 

knowledge” but guided me through the interper-

sonal side of pastoral ministry – namely, dealing 

with people!  

In pastoral ministry, one can truly observe a broad 

spectrum of peopl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words 

and ac�ons. All kinds of opinions, frustra�ons, prais-

es, perplexi�es, ideas, etc, are thrown at the pastor. Pastor Linus provided naviga�on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s pastoral ministry is a “people” ministry. We are called “physicians 

of the soul.” As I was fresh out of seminary upon taking the posi�on of assistant pastor, I 

quickly realized that “theology is easy on paper” but working theology out in real life is 

quite another thing.  

Pastor Linus showed me the “earthiness” of Scripture through his pastoral care for the 

flock. He got his hands dirty. He took me on visita�ons. He had me sit in on marriage coun-

seling. He discussed how to think through real, life issues dealing with the flock. He told 

me how to relate my sermon to the flock, ge-ng me to pull it out of the “seminary world” 

and apply it to the audience in front of me. He talked to me how to balance my schedule, 

as pastoral ministry can sprawl out all over the place without forethought and prayerful 

planning. 

 I am ever grateful for Pastor Linus and for his coaching me through the beginning 

stages of pastoral ministry. What I learned from him was invaluable for today’s work of 

pastoral care. I con�nue to draw on the lessons I learned under him and I pray that I can 

be just such a mentor to those who come aAer me. 

 Pastor Linus was a true shepherd, being shepherded by the ul�mate Shepherd. In 

his teaching and pastoral care, Pastor Linus provided me a wonderful model of “tending 

the flock.”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one day with the rest of the sheep under our King 

Shepherd, Jesus Christ himself. To God be the glory!  

Getting His Hands Dirty: 
Pastor Linus’ Shepherding Care for the Flock 

 
October 20, 2013 

Pastor Scott C.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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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母，有劉牧師這樣的丈夫，妳值了！ 
 

許錦根執事 

 

    牧師和師母是 1995 年 11月結婚的，當時我正在上海採訪，沒有趕上他們隆重而熱

烈的婚禮，只是後來聽燕玉細細述說婚禮的場面，卻因為沒有身臨其境，一直以為憾

事。後來因事奉的關係，我和牧師有較多的接觸，發現牧師對師母的愛，就如聖經所描

繪的“我妹子，我新婦， 你的愛情何其美！ 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

切香品！”（雅歌 4:10） 

    我和牧師出去探訪，途中，他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師母；在去拘留所的路上，他指

著一大包衣服說:“這是師母為女青年準備的換洗衣服，師母說她們被關押在那裡，換洗

衣服肯定不夠”，在去探望一些弟兄姐妹時，他拿著玩具說:“噢，這是師母昨天晚上特

地為他們的孩子買的。我們沒有孩子，師母把弟兄姐妹的孩子，特別是兒童主日學的孩

子都當做自己的孩子。”說著，說著，他就誇耀師母起來，諸如“大度”、“寬容”、

“大大咧咧，不計算別人對她的態度”，等等。牧師對師母為人處事上的褒揚，溢於言

表。有時候晚上探訪結束，已是十點多了，他車子開得飛快說: “師母在家等著我吃晚

飯，早一分鍾回家也好啊！” 這種細致入微的體貼，很難用語言表達。 

    最讓我感動的是 2010 年 8月他的上海之行。那次他是專程來上海 302 教會向會眾

教授“三元福音培訓佈道”的。從到上海的第二天到離開上海，他就是在住地和 302 教

會之間 “兩點一線”，其他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那時，正逢 2010 上海世博會如火如荼

舉行，珊瑚泉教會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專程來參觀，我特地給他預備了票子，還為他配了

司機和導遊，請他去。他笑笑說: “不去了吧！多一點時間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比看世博

會更讓我高興。” 硬是讓我把票子退了。然而，在離開上海前一天，他卻特地請我陪他

去買一套茶具，他說師母喜歡這個。在茶具商店，他左挑右選，老板也給他展示了不少

樣品，他總不滿意。他對我說，我要挑一套讓師母喜歡得連晚上睡覺想到它也會笑出來

的。說著，他深情地向我講述了師母的精湛茶藝，臉上一掃剛來上海時，因當時教會有

些分裂現像給他帶來的傷痛和愁容。經過將近兩個小時的挑選，他最後選中一套，我要

為他付錢，他說: “這個錢怎麼能讓你付？！那是我給我老婆的禮物！”說著，暢懷大笑

起來。 

    牧師走了。他給我們留下的一切，足夠讓我們細細咀嚼。他愛主，也被主愛；他愛

教會弟兄姐妹，也被弟兄姐妹愛；他愛師母，也被師母愛。他這一生如此風采照人。師

母，妳別太傷心。這一生，妳做劉勝培牧師的妻子，值了！太值了！ 

    倪柝聲弟兄有一首詩歌這樣唱道：“你若取去我的心愛，求你以自己來代替！”多

少為主受苦，甚至喪失生命的聖徒，他們的見證證明了一個真理：神所收取的，祂必以

自己來替代。親愛的師母，願神自己來安慰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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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珊瑚泉福音堂開始後不久，因著

Bonnie 師母帶 Linus 牧師來參加崇拜而認識

他，到現在已超過二十年，當時他剛信主，

對神的話語非常渴慕，崇拜總是坐在第一

排，對神的事工也大發熱心，特別對拯救失

喪靈魂有著極大的迫切感，所有宣道事工他

從不缺席。 

 

1995 年底，他和 Bonnie 師母參加了使者協會

在華盛頓 DC 舉辦的華人差傳大會，神藉著

唐崇榮牧師對他呼召，而決志將自己一生獻

給神，之後經過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在主

裏禱告等候，確定自己對拯救失喪靈魂的心

志沒有減少，然後開始在 Knox 神學院進修神

學課程裝備自己。 

 

2000 年 Linus 牧師放下了地上的工作及事

業，成為全職的傳道人，2002 年被按立成為

牧師，2004 年珊瑚泉福音堂獨立，成為教會

的第一位主任牧師。Linus 牧師全職事奉神時

已經五十五歲，他不願浪費任何地上有限的

時間，工作的時間與份量，總是超過他年紀

和體力所能承受的，記得有一次，禮拜六下

午一點要開執事會，早上一大堆事情讓他沒

時間吃午餐，他為了不耽誤執事們的時間，

還是準時開會，開完會已快五點，像這樣誤

了午餐或晚餐是常有的事。 

 

他不祇對失喪的靈魂有負擔，對主裏一起同

工的屬靈伙伴也非常關心，我仍記得在 1998

年，一個主日下午，開完同工會後，我的心

情低落到谷底，第一期的建堂事工，在人、

事、物各方面都不順利，阻擋與挑戰讓我幾

乎無法再往前行，就在這個時候，Linus 牧師

剛從 Orlando 福音堂主日證道結束開車回

家，一到家就打電話給我，他用了約書亞記

1:9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

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來鼓勵我，叫我不要洩

氣。 

  

劉勝培牧師已回天家，但過去一起同工，點

點滴滴的回憶，慢慢從腦海中浮現出來，不

祇是激勵我，也記念一位在主裡忠心，甘心

獻上自己的神的僕人。 

一位在主裏忠心的神僕一位在主裏忠心的神僕一位在主裏忠心的神僕一位在主裏忠心的神僕    
王同樂執事王同樂執事王同樂執事王同樂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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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棕櫚灘福音堂，是藉著劉廣華牧師的異像，劉勝培牧師與劉廣華牧師同心並策劃的，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了。福音堂首先在我們家裏開始，每月兩次查經聚會，住在西

棕櫚灘的弟兄姊妹們都踴躍參加，並有一些住在珊瑚泉的弟兄姊妹也遠道來支持。藉著劉勝培

牧師的帶領和教導，弟兄姊妹們在主裏留心學習，十分追求和長進；後來人數一直增加至四十

多人，我們便需要租用附近的教會來聚會。 

 回想劉勝培牧師在我們當中的日子，福音堂真的很像個幸福美滿小小的神家，有劉勝培

牧師和師母好像家長一樣在我們中間牧養我們，悉心教導我們。劉牧師很注重我們好好學習神

的話語，他的教導深入淺出，耐心解釋得非常清楚明白，讓我們能明白聖經，又能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和幫助。 

 福音堂從開始到現在已有六年多，一共結了七個果子，數目雖然不算多，但這七個果子

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貴。雖然劉牧師現在不再在我們中間，但他對神的忠心，對弟兄姊妹的關懷

愛護，對教會的努力付出，對我們及福音堂的期望，都深深的影響著我們。我們福音堂的弟兄

姊妹們仍然很懷念劉勝培牧師，他愛神和愛人的心，都成為我們的榜樣。願天父繼續保守看顧

西棕櫚灘福音堂的事工，使用這小小的燈臺，照亮並吸引附近的華人來認識祂。求神在這末世

的世代復興神兒女們的心，願意起來追求並服事主，叫很多人能認識耶穌。雖然劉勝培牧師已

返天家，我們深信他仍願意我們和他同心，繼續服事西棕櫚灘的華人，引領他們歸向基督。願

天父祝福看顧我們福音堂的事工。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們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 18-20） 

懷念劉勝培牧師 
黃騰彪 黃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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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indeed a great hono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ribute to such a great man.  Though small in stat-

ure, nothing else about Pastor Linus was small.  He was a 

great champion of his convic�ons that earned him his 

nickname “Lil’ Chili Pepper” from another life because he 
was a force to reckon’ with in his restaurant business.   

But when God called him, Pastor Linus became a big 

champion for the faith.  He shared the gospel wherever 
he was and to whomever would listen.  A few �mes, I 

went with him to have a “working lunch” where we 

would stop talking about ministry so that he could “do” 
ministry.  And to this day, there is a par�cular waiter at 

Sweet Tomatoes who would remember me and ask 

about Pastor.  He seldom gave up an opportunity to wit-

ness the gospel.  A sister from our CBC-Miami who is a 
nurse shared with me that whenever she called him to 

translate or minister to a very sick Chinese pa�ent, Pas-

tor would drop his work and run to the hospital for a 
chance to share Jesus. 

 Pastor Linus was also a man of big faith.  His 

greatest and most constant desire was to seek aAer 

God’s Holiness:  to understand the mind and heart of 
God and to walk aAer Him.  He used to have church di-

rectory pages posted all around his office, and I would 

oAen find him on his knees at the cross or in the pews in 
prayer for congrega�on members.  He prayed through 

the church directory over and over.   And when we de-

bated whether we could afford phase 2 (this sanctuary 

building), he suggested an amount that some of the dea-
cons didn’t think we could fund-raise as a sign to move 

forward.  Then he went on his knees talking about it eve-

ry day to the Father.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when it 
came �me to open the pledge box, we had collected 

pledges amoun�ng to the number that Pastor Linus gave 

us with a few thousand to spare.  Bonnie Simo would 
joke that he should have suggested an even greater 

amount. 

 Pastor Linus was also faithful in the small things.  

When I first started full �me ministry here at CBCCS, a 
congrega�on member had presented him with an orchid 

in a very beau�ful and interes�ng planter.  Pastor was 

faithful in watering it, but somehow the orchid began to 
wither.  So one day, I ask him if I could help him with it 

and he agreed.  Then I took the orchid out of its beau�ful 

planter and gave it to a sister who was very good with 

orchids and asked her to nurture it back to health.  The 
planter looked very empty so I put a silk plant to fill the 

space.  Time passed and I forgot about the flower, but 

started no�cing that there was a leak in pastor’s office. I 
looked at the ceiling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the 

moisture was coming from. The top of his bookcase was 

always wet. Then one day I happened to bump into Pas-

tor Linus coming out of the kitchen.  He was holding the 

ar�ficial orchid and was bragging that he took the orchid 

for “a bath” every day.  We were laughing so hard when I 
convinced him the orchid was not real, I’m not sure if he 

figured out what really happened… sorry Pastor Linus! 

The greatest test of his faith came with his diagnosis of 

ALS.  He wondered aloud why God would cut his �me 
short; he had so much leA to do. West Palm mission s�ll 

needed nurturing and support, his vision work for the 

church is s�ll incomplete, and the hardest part would be 
that he would have to be a burden to his wife and leave 

her.  This gave me insight to a passage in 1 Peter 1:3-7 

(ESV): 

3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his great mercy, he has caused us to be born 

again 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4 to an inheritance that is imperish-

able, undefiled, and unfading, kept in heaven for 

you, 5 who by God's power are being guarded through 

faith for a salva!on ready to be revealed in the last 

!me. 6 In this you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li�le while, if 

necessary, you have been grieved by various trials, 7 so 

that the tested genuineness of your faith—more precious 

than gold that perishes though it is tested by fire—may 

be found to result in praise and glory and honor at the 

revela!on of Jesus Christ.” 

 The genuineness of Pastor’s faith is certainly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It was purified by the trials and 

revealed by his illness.  As a young man, Pastor had gone 

to Stanford University on a soccer scholarship.   His inten-

�on was to study law, but God changed his direc�on and 
he ended up with an English literature degree.  He was 
successful in the business world.  Then God called him: A 
sharp mind with an athle�c body for the sake of the King-
dom.  He didn’t deserve ALS.  He was in the prime of his 
ministry and serving God faithfully.  He took care of his 
body.  He exercised: Played tennis. He ate well. He didn’t 

Tribute to Pastor Linus Lau 
Cathy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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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 junk food.  It was cruel and painful trial for him to 
slowly watch his body deteriorate, and gradually lose 
control over those limbs that used to be so well coordi-
nated and graceful, to the point of losing his speech abil-
i�es.  It was the mo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especially for a pastor who was faithful to his calling.  But 
as Miss Heather shared in our Wednesday prayer 
mee�ng, as God took away his abili�es one by one, Pas-
tor Linus experienced an increasing reliance and a grow-
ing in�macy in his fellowship with God. It was so deep 
that its fruit was revealed in his life tes�mony.  And with-
in our church body, hardened hearts were being 
soAened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being inspired by 
his faith walk and life tes�mony. 
 Another “Big Thing” about Pastor was his Heart.  
He had a big heart: meaning that he had a passion for 
people because he had a passion for God.  His passion 
was penned down into a vision for this church congrega-
�on.  He wanted this church body to have HIS same big 
heart for: 
 
God (through God’s Word, through Prayer, through Wor-
ship), 
Each Other (through Fellowship), and 
The Lost (through Evangelism).  
This was his Heart behind the 4 w’s:  Word, Worship, 

Welcome & Witness 
 And even though it sounds like it should be the 
vision for every local church body, the key word for us is 
“heart” meaning our genuineness, our desire, our a--
tude and our unity in striving for these elements.  What 
is our commitment to God’s Word? Is a-tude towards 
Worship God-centered or man-centered? How we care 
personally and spiritually for each other?  Do we have 
the compassion, courage and persistenc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whomever we meet?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baton has been 
passed to us by Pastor Linus.  If we have gained any en-
couragement from him, or that we were ever inspired by 
his life and tes�mony, if we have learned by his exam-
ples and non-examples, then let us con�nue the work 
and his legacy.  Let us answer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To the Church:   

Pastor used to tell me, “A church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It’s not enough to be praying for each 
other individually.  We need to be praying for each other 
in groups.  As we pray together we become a2uned to 
each other’s needs and we can be encouraged by each 
other’s prayers. Earlier in my ministry, whenever Pastor 
Linus asked me to a2end the Wednesday night prayer 
mee�ng, I would do it reluctantly or find any excuse to 
duck out. Over �me, Pastor taught me the spiritual disci-
pline of prayer, and I want to thank him for the gentle 
and subtle way he discipled me. And although I used to 
feel awkward praying with people I didn’t know well, I 
now enjoy being encouraged by this group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look forward to every Wednesday for 
prayer mee�ng.  
 

To the young:    

This is his legacy: how will you carry on the banner of the 
gospel?  How will you nurture the unity of the body as 
you con�nue the fight against the darkness? It is not 
about you personally and yet it is: it’s about the Kingdom 
to which you belong.  You who have been sav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you are foot soldiers in a ba2le you 
cannot see, but that is very real.  How will your heart/
a-tude be shaped so that it can respond to God in wor-
ship: in your rela�onship with him through medita�ng 
upon His word, and through prayer? 
 
To the parents, teachers and leaders: 

How will you nurture and shape the young through your 
daily examples, guidance and teachings? How will you 
share Your Heart for God, for Each Other and for the Lost 
so that you can carry on the banner of the gospel? 
 

To his Family:    
Pastor’s many trips to California, and the �me spent on 
his knees was for you.  He loves you and wishes to be 
reunited with you in Heaven, and if you haven’t received 
the grace of God’s giA, the salva�on by Jesus’ work on 
the cross alone, that you would do so.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saved, that you would con�nue the work of 
the Kingdom. 
 
To his wife:   

He grew to love you a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I loved 
to hear Pastor talk about how much he loves you, how 
you met, your tumultuous da�ng period and early mar-
riage life.  I loved listening to his stories, because I could 
see how God had taken him, a self-directed, self-
centered man and transformed him into one who was 
worthy of God’s calling.  And as God convicted his heart 
daily,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you because of his love for 
Him.  How rich and blessed your love for each other has 
grown and how “one” you have become. During his ill-
ness, when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he wanted or 
wanted to say, I only had to ask you.  With one glance, 
more than anyone, you knew what he wanted.  In your 
marriage tes�mony, I can see the analogies of God’s 
love, goodness, gentleness, pa�ence, faithfulness and 
joy. My challenge to you is this: How will you live joyfully 
un�l you are reunited? 
 I would like to end with an encouragement to 
you with a prayer from the Apostle Paul, and I know 

that it is also Pastor Linus’ prayer for you.  From Philip-

pians 1:9-11 (ESV), 

9 “And it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with knowledge and all discernment. So that 

you may approve what is excellent and so be pure and 

blameless, for the day of Christ, filled with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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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中國時收到劉勝培牧師安息主懷這個信息的，平日忙碌常常不能及時查看郵件，得知消息時，距離牧師的追思禮拜只有四十八個小時，雖然已買上了機票卻因身體的原因沒能成行，我並不覺得為此有太大的遺憾，因為，當時的我只會做一件事，就是流淚大哭，心中的傷痛無法用言語表述.....  在我的人生中，我最感恩的就是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這個大罪人上了十字架，我更感恩祂不但為了拯救我死而復活，祂還賜給了我一位他忠心的僕人 - 劉勝培牧師來用真道，用主的話來餵養我。          我是 2004 年 11 月 28 日信主受浸的。剛信主的我，當時還是個屬靈的嬰兒，以前幾十年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都還沒有改變，還依然行在罪中。我們親愛的劉牧師就是這樣一點點用他的耐心、愛心，付出時間，用主的真道來一點點的栽培我，裝備我。對待主的小羊，他有一顆為父的心，記得我最後一次與他交談時，他對我說：“我沒服事夠你們，我在禱告向主要，我想服事你們到
80歲。”並告訴我，雖然他不捨得我離開搬到其他州居住，但是神在我們珊瑚泉的教會裝備我，今後在哪裡使用我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神的國不只是在珊瑚泉華人教會。這句話成了他的臨別贈言，會長久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永遠忘不了，剛來美國六七個月時，我被一位不負責任的律師欺騙，劉牧師是如何拖著疲憊的身體開車，帶著我去邁阿密尋求另一位律師幫忙，直到那五千元退回來，牧師才放心。我清楚的知道這件事牽扯了牧師很大的精力，然而他認為對我這樣一個剛從大陸來的新移民，這筆錢對我們多麼的重要。當時人民幣與美金的匯率是 8.7兌換 1，

他懂得這些錢對帶著一個 18 個月大的兒子，還沒有工作的單身媽媽，她們母子可以吃很長時間的飯....  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次因生活中的複雜問題感覺困惑時而去請教牧師，在他那間幾平方的小小辦公室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我禱告，然後耐心細緻的解答，還不時翻開聖經的經文讀給我聽，直到我完全理解明白為止。兩、三歲時的吉米很喜歡到牧師辦公室，去找牧師玩，我怕他打擾牧師的工作喊他出來，牧師說：”讓他在這玩吧，我喜歡小孩子，不過思彤，我要囑咐妳，我剛才在跟吉米對話，這個孩子非常聰明，妳要好好的管教他，一定要讓他在神的家裡成長，這個孩子教育好了會是個人才，教育不好是個麻煩，妳可要注意，從小要用主的話教育他。”有一次，為一件小事吉米在教會裡和我胡攪蠻纏，不跟我走，不聽我話，並挑戰我說，我只聽神的話。牧師路過問明原由，耐心的教導吉米並嚴肅的告訴吉米，聽媽媽的話就是聽神的話。自從那以後，每當吉米任憑己意，為所欲為，不聽我話的時候，我就提醒他，牧師親自告訴過你，聽媽媽的話就是聽神的話。每當這時，吉米就會很快的順服下來。如今，吉米的聽話，順服，在我周圍朋友和弟兄姐妹中是出了名的，大家羡慕我有個這麼懂事、聽話的好孩子。讓我最感動的是，我們在濟南的時候，院子裡有另一處廳堂較大的房子非常適合我們做主日敬拜用，主人想 1700元租給我，比我們已經租的 1500元的多一間，廳還大。我很為難，不知如何答覆房主，我便拉著吉米一起禱告。我說主啊，這處房子，若是祢給孩子們預備的，祢就給我們預備資金，也讓以前的房東別扣我的押金。過了一天，吉米把我叫到一邊，掏出自己辛苦積攢的二百多元人民幣，塞給我說： “媽，大房子咱們租定

永遠的思念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謹以此經文送給我屬靈的父親劉勝培牧師 

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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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了，不就是高出二百多元嗎，這個錢，我拿了！”當時，我很感動，我問吉米，你為什麼這次這麼慷慨要掏出自己的零用錢，吉米臉一紅，有些害羞的說： “我想學著服事神。”弟兄姐妹你們知道嗎，吉米從不捨得花自己的零用錢，連一張一毛五分錢的玩卡，也要以自己表現好為名，讓我出錢獎勵送給他。當時我好感恩，我說，吉米，是一個月多兩百，一年要多花二千四，他頓時傻了眼，我說，主會記念你愛主的心，你掏錢奉獻是服侍主，你花時間傳福音，也是服侍主。親愛的弟兄姐妹，我臨近回美時，主竟讓我們用一千四百元拿到了另一處廳更大一些的房子。   我永遠也忘不了，當牧師發現我對失喪的靈魂有特別的負擔，主賜給我有傳福音的恩賜時，他一次次的鼓勵我，教導我應該如何把自己獻上讓主使用。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們知道，我是什麼時候開始學著服事主的嗎？過去我只是熱衷於傳福音，見到中國人就勸她們來咱們教會，而沒想過，要把自己交給神，終生服事神。吉米三歲的時候，我送吉米到 CORAL SPRINGS蒙特索利幼兒園，因有幾個小時的課程，所以我就來教會，做做自己的事情或看看福音光盤，等吉米放學後，再去接他。我常常看到冠雯姊妹去冰箱裡拿周三或周日的剩飯給牧師熱著吃，我驚訝的問到: “牧師就吃這些剩飯？”冠雯姊妹回答我: “你覺得奇怪嗎？這還不是經常的事，甚至因為在外邊探訪忙，午飯吃成晚飯，一天只吃一餐也是經常的事。” 從那時起，我才體會到做個牧師原來這麼不容易！這麼辛苦！後來感謝主，我也有機會常常陪同牧師去探訪。如果有新人來到咱們教會，我就告訴牧師，牧師總是非常高興，再忙也要抽空讓許錦根執事和我一起出外陪他探訪。最讓我感動的是牧師的愛是無私的，無條件的，在他關懷的人中，有的是在醫院搶救病房、養老院裡等死；沒有盼望的人；不懂英文也不會開車；沒有錢治病的人，用世俗人的眼光看，他們對教會，對牧師沒有一點價值去服侍，因為不可能有個人的回報，更不可能再來教會，可他卻任勞任怨地去做。久而久之，我發現，他擁有主那樣的一顆慈心，我回頭想想，我剛來美國時，他是如何幫助我的，我在看看他交給我，讓我幫他去關懷的幾個中國人，我看著他是如何牧養主耶穌交給他的這些小羊的，我被感動了，我被折服了，這個牧師，主日講台上怎樣講的道，平時也是這樣行的，這樣服事的，這是一個真信仰，一個 “道成肉身”的見證。他有主耶穌的生命在他裡面，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主耶穌的那顆慈心，主使用劉牧師生命的見

證，預備好了我的心，有一天，我自己在心裡給我的家挂了一塊牌子，“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 ： 15) 

  親愛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說我在濟南的服事有一點點成績的話，如果說我的服事已被主所悅納的話，我要誠誠實實的告訴大家，那裡邊有牧師的生命在裡面，我非常感恩神賜給了我這麼一位好牧師，主就是這樣使用牧師生命的見證，造就了我這個新生命，主的恩典夠我用的，牧師的見證夠我學的，而且主是在我不經意之中把這個榜樣印在了我心裡。記得有一次，我們濟南的團契來了一位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小弟兄。他在國外的大學生團契裡還帶領查經，他工作很忙，查經聚會，時而去時而不去，並還常常出差外地。我就抽空給他打電話，鼓勵他堅持聚會，因我剛信主時，時兒來，時兒不來，劉牧師和徐少靖姊妹也是常常這樣打電話給我，鼓勵我的。有一個周末，我感覺很累，好想家中掛個無事牌，任何人別來打擾我，那段時間我心臟很不舒服，也不想多講話，送吉米去小區後邊大學操場去打籃球後，我一動都不想動，索性找塊磚頭坐下休息，心想，就一個小時，懶得走路來回接孩子，在這坐著靜養一會兒，剛剛沒有十分鍾，一位孩子的家長走過來，滔滔不絕地談起管教孩子的心得體會，他們夫妻兩個是我的福音朋友，他的太太還參加我家的成人查經聚會，最後，我實在撐不住了，提出腰痛的受不了，就坐下來陪他聊。他剛剛走，我想可靜靜心休息一會兒了，忽然手機響了，就是那位留學回去的小弟兄。他說： “劉姐，今天我心情很不好，就想找個人說說話。我覺得，我好像走不下去了。”我馬上問他最近跟神的關係怎麼樣，他說不好；我又問他跟父母的關係，他說也不好；我說跟女朋友呢，他說也不好，沒有人理解他。他說他想標新立異，沒有人接受他，他想不通。我說我們一起在電話裡做個禱告好嗎？他說，我現在很排斥這個信仰。  放下電話我就趕快為他禱告，我擔心他跳了樓，心裡怎麼也放不下，當我掙扎著糾結著，是不是趕快去他宿舍探訪他時，頓時眼前出現了牧師滿臉疲憊，手裡抓著車鑰匙急匆匆地從教會出門往醫院趕著探訪病人的情景，我堅定的拿起了車鑰匙，去大學裡接上一個姐妹陪著我，然後，再把吉米送到舅舅家，開始了郊區幾十里路的探訪，那一天，主就是用牧師這個榜樣來激勵我的。  還有一次，我們大學生團契的一個姐妹帶來了三個室友來聽福音。結束後，每個人講了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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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為什麼願意來到這裡的原因，我們這個大學生團契傳福音的熱情不是很高，我發現這位姐妹這麼熱衷於傳福音，心想一定要多多鼓勵她繼續傳福音，並應跟進關懷這三位慕道友，這個時間我想起了
SUSIE（韶華）姊妹的關懷事工。過了兩三天，周末的時候，濟南下起了冬季以來的第一場大雪，我坐在床上看著窗外飛舞的雪花，想起了學校裡的孩子們，想起了那三位慕道友，盤算著到底是給自己放個假休個周末去吉米舅舅家及姨家呢，還是開放家庭獻愛心，請三位慕道友來吃火鍋。我家姐妹幾個從小是同甘苦共患難，一起長大，之間的感情很深，而弟弟之前患過心肌梗塞並做過手術，想到自己不久就要回美國，很想與家人在一起，因此做出這個決定確實心裡很掙扎，很難。我坐在那裡盤算著，這個火鍋愛心，獻會怎麼樣，不獻又會怎麼樣；這個周末休息會怎麼樣、不休息又會怎麼樣？最後，我想起了牧師在教會的服事，想起了他常常不也是疲憊不堪的嗎?! 我在心裡做了個禱告，我說主啊，美善的都是來自祢的，攔阻都是來自撒但的，我是祢的孩子，我要服事祢，我不要隨從撒但，我是屬於祢的，祢賜給我力量，祢使用我這個不配的人，本是恩典，孩子不配服事你，但是孩子就是只願意服事祢，世界對於我沒有一點吸引力，求祢記念孩子這顆心。做完禱告，我就給團契的負

責同學打電話，她說阿姨，把你家鍋，電磁爐，拿到六樓團契去，咱們在六樓吃，就在那個晚上，我們團契第一次有慕道友在團契中決志信主。到現在，平時的查經、晚禱、主日的敬拜從不缺席，並還用業餘打工的第一個月工資為神的家裝備上一些方木凳。那天我叫上我信主的三姐，我們開著兩輛車，塞了近三十個方木凳，送到了神為孩子們預備的新家。今天，我懷著感恩的心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大學生團契從今年的九月份新學年開始就有主日的敬拜啦。有些孩子鼓動我給新家起個名字，我把我的見證講給了接管我們這個團契的牧師，經我們商定，這群孩子們的新家就以我們劉牧師的名字來紀念， “勝培麥子福音堂” 。而且，那位牧師要求我下次回國的時候，把為什麼要以我們劉牧師名字來命名做紀念的見證講給大家聽，在這兒，我也邀請有機會去中國的弟兄姐妹們，到那裡為主做見證，鼓勵那裡的大學生，堅定他們的信仰，主悅納我們用生命造就生命的見證服事。  在這裡，我也特別的感謝我親愛的劉馬如玉師母、劉媽媽（Linda 的母親）許錦根執事夫婦、梁明哲弟兄夫婦，還有徐少靖姊妹等等支持我，為我禱告的弟兄姐妹們，願神祝福你們在我身上付出的教導和愛心。感謝主，願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愛我們的恩主耶穌基督！ 

 劉師母，平安!  雖然理智上了解這一天是要來的，但是接到敏舜的 e-mail 時，人的感情還是不自主的感到悲傷、失落!   回想這一段與牧師、師母的接觸與互動，從一開始參加星期日英文堂的聚會，一直到後來參加華神的課程，前後也將近有十年之久了。人的一生可有多少個十年呢? 在這期間，雅音跟我可以從牧師與師母的身上領略到基督的馨香之氣，更深深的被你們基督徒生命的品質的流露所吸引! 為此，我們可以見證劉牧師是已經打過那美好的仗，跑盡那當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 更相信主也已經為牧師帶上了公義的冠冕。  謝謝你們夫婦帶給我們的信仰衝擊與激勵，並留給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榜樣與標準。這其中，讓我們印像最深刻的是去年九月的那一晚，隨著明哲、韶華一起與牧師共進晚餐。在用餐其間，看到他多次那麼的自在的、豪放的嘻笑，絲毫不自憐、也不埋怨的情景深深的震撼! 回家的路上，四人一起分享這件事，我們都感謝主賜給他那種對生命與信仰如此深沉的執著與信心。謝謝師母，容許我們有這個機會與他一起進餐，而其實受益的卻是我們。 

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在說話 
雅音 薛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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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今年復活節之前，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因猛爆性肝炎突然被主接回天家，我送了一封慰禱給他的家人。以下是其中所陳述的，它們猶然是我們最真誠的 convic�on :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一條人生的不歸路，在命定的時刻，每個人都必須「到站下車」的。然而蒙恩得救的你我，卻可以全然篤定的來面對它，因為我們確知是誰掌管著明天! 是的，就是那位願意與我們立『永約』的上帝!  每一次參加追思禮拜，都是上帝給我們再一次的機會來思考生命的目的與意義! 為何而生? 為何而活? 為何而死? 還是，漫無目標的跟著眾人走一回?   我喜歡一首追思禮拜常選用的英文詩歌，歌名是"Finally Home"，我試著把它翻譯如下:   
安然歸家 Finally Home 

 

捲入恐怖風浪洶湧的深海， 

When engulfed by the terror  
of the tempestuous sea,  

無數波濤在面前澎湃翻騰； 

Unknown waves before you roll;  

疑惑和危險似乎窮無止盡， 

At the end of doubt and peril is eternity,  

恐懼與衝突緊緊掐住靈魂。 

Though fear and conflict seize your soul.  
 

然而，想想看 … 

But just think …  

踏上那邊的岸邊，發現它是天堂! 

Of stepping on shore-And finding it Heaven!  

迎迓扶攙的雙手，發現它是恩主! 

Of touching a hand-And finding it God's!  

呼吸清新的空氣，發現它是天國! 

Of breathing new air-And finding it celestial!  

榮耀美地中甦醒，我已安然歸家! 

Of waking up in glory-And finding it home!  

四周被漆黑的深夜所環繞， 

When surrounded by the blackness  
of the darkest night,  

死亡留下寂寞淒涼的孤獨； 

O how lonely death can be;  

時空長廊盡頭燦爛的大光， 

At the end of this long tunnel is a shining light,  

在彼岸死亡已被勝利征服。 

For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然而，想想看 … 

But just think …  

踏上那邊的岸邊，發現它是天堂! 

Of stepping on shore-And finding it Heaven!  

迎迓扶攙的雙手，發現它是恩主! 

Of touching a hand-And finding it God's!  

呼吸清新的空氣，發現它是天國! 

Of breathing new air-And finding it celestial!  

榮耀美地中甦醒，我已安然歸家! 

Of waking up in glory-And finding it home!        盼望這首詩歌，能帶給今天猶然活在世界的你我有些安慰與激勵。得安慰是 — 因為深知我們所愛的已經安然歸家了! 得激勵是 — 因為確信有一天我們要再相見於天堂!   我可以稍稍地 …體會到這些日子仍會有淚水，我的禱告是: 你可以在淚眼中卻看見了神的憐憫，理解到這個當中仍會有悲傷，我的禱告是: 你可以在嘆息間卻聽見了神的安慰，明白到這段期間仍會有孤單，我的禱告是: 你可以在自憐時卻經歷了神的同在!  如今，牧師已完成了神的託付，息了今生的勞苦，就像這首詩歌所形容的，在那榮耀的美地甦醒後，他發現那是天堂 -- 永生神的所在，他已安然歸家!  的確，誠如詩歌所說的， 牧師已安然返家了!   保羅的教導說到「「「「我們若活著我們若活著我們若活著我們若活著，，，，是為主是為主是為主是為主

而活而活而活而活，，，，若死了若死了若死了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所以我們或活所以我們或活所以我們或活

或死或死或死或死，，，，總是主的人總是主的人總是主的人總是主的人。。。。基督死了又活了基督死了又活了基督死了又活了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為要為要為要

作死人並活人的主作死人並活人的主作死人並活人的主作死人並活人的主」(」(」(」(羅 羅 羅 羅 14:814:814:814:8----9) 9) 9) 9) 。。。。感謝神，祂是死人並活人的主，祂是劉牧師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既然祂是死而復活的主，我們也必然要有同樣死而復活的經歷! See you, Pastor Linus!  願神讓你源源不斷地經歷到祂所賜的愛 -- 那種無論是死、是生，都無法使祂與我們隔絕的愛!  Your sister and brother in Christ (always are 

and always will be indeed!)  雅音 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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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懷念劉勝培牧師 
黃健騰 

 

 還記得我初信主不久（1996 年），教

會還未有固定的圖書館時，我第一本自購的

聖經是 Linus弟兄替我在加州買的。當時我對

聖經的種類不熟，但他很有耐性及很仔細的

介紹給我，務求讓我可以找到最合適的聖

經。 

 到了 Linus 傳道被按立為牧師，牧養我

們，而他上任後不久，前任的圖書部主管離任，我到牧師辦公室問及他有沒有找到合適的人

可補上這位置時，他說已有了，就是你。我未有想過要當這主管職位，我只是想可幫忙打

理，但一做亦度過了不少年頭了。 

 記起在一次的飲宴場合上遇到牧師，牧師稱讚圖書部做得不錯，這反而令我慚愧，我

做得真得好嗎？盡了力嗎？在教會一年一次的禮拜六大掃除，我有兩次（分別在兩年）在圖

書部整理光碟，滿檯都是，牧師見到後，走進來，說了一會話，便用鼓勵的話來讚許，聽下

去很受用，得到了鼓勵，要我再發揮更多的作用。 

 凡有好的特價聖經，他都托冠雯秘書替圖書部買。牧師看過很多書籍，他對麥種出版

社的書很是推介，他關懷圖書部所需的書籍，在約數年前，我往他的辦公室看看他的藏書，

很好的，他建議圖書部也要有。 

 有一次牧師證道時，用了一個故事：有一雇主請了兩個雇工，一個雇工抬水時手很穩

定，從山下抬到山上時，桶內的水還是很滿，而另一個就差很遠，從山下到山上時，桶內只

得半桶水，過了一陣子，後者的雇工忍不住，要求雇主把他解雇，雇主問及，始知他為了好

像幫不上忙而難過，但雇主領他在山上看下去，左右兩邊分別是他們抬水回來的路線，左邊

的是前者雇工，手很穩定，水沒有潑出，所以草都不多生一條；但右邊是後者雇工，抬水回

來的路線，遍滿了美麗的花朵，蝴蝶也在飛舞。這說明了我們想要去忠心服事神時，神會用

自己的弱點造就了其他事情。這對我的事奉有著很大的鼓舞。 

 在牧師患病期間，用了一部特別的儀器和在冠雯秘書的協助下（還有敏舜執事的翻

譯），寫了 14篇病榻心語文章（每周一次）。其中“真信心”一篇於 2013 年 2月 24 日登

出，當我在駕車時，我太太在讀給我聽，我很是感動，而我太太還哭了出來。我的小兒子天

恩還說要把這些心語收集起來成一套。 

 牧師安息主懷後，從很多弟兄姐妹對牧師的見證分享中，對牧師的生活點滴得知更

多。他是一位傳講神話語的牧師，愛羊的牧師，他以身作則做了個好榜樣。 

 牧師雖已不在我們身邊，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傳神福音的精神和對弟兄姐妹的愛心

會常在我的心中。 

 感謝神給了我們 Linus弟兄，更感謝神給了我們劉勝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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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跟很多主內弟兄姐妹一樣，認識劉勝培牧師

差不多 20 年了，相信我們都懷念 Linus 牧

師跟我們一起度過的一點一滴的光陰，在主

懷裡的他，已帶給很多人深遠的好影響、好

榜樣及真見證。 

 

很多人想起 Linus 牧師，都很自然想到一張

溫文慈祥而帶著溫暖笑容的臉。這麼多年，

未曾見過他發怒或鬧情緒，就算有時候遇到

難題，或教會的事工有困難，Linus 牧師永

遠是保持著那份溫文、冷靜的氣質。 

 

Linus 牧師在母會、珊瑚泉、West Palm 

Beach 及 Orlando 福音堂等多個地方及多個

崗位上事奉，除了講道外，探訪、文字工

作、詩班、多個團契、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福音話劇等等。頗懷念十多年前，有機會

與 Linus 牧師及一班弟兄姐妹參與福音話劇

“生死門”，在多次演出中，Linus 牧師飾

演大富商“林義川”，演得出神入化，記得

有一次，在珊瑚泉的美國教會，Coral Bap-

�st Church演出，導演 Shirley姐妹加插了一

個搞笑形式的福音打油詩的環節，那個時

候，Linus 已經是傳道人，差不多每個星期

都在講台上講道，但儘管如此，他放下身

段，同時演這個環節，表現得活靈活現。實

話實說，真的不能不佩服 Linus 牧師，這個

環節的演出，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性格稍

微內向一點，尤其在眾多人面前，就干不

了，我自己就干不了這個演出環節。 

 

他又時時刻刻想著，念記著教會的事情，包

括教會的擴張、發展。有一次，收到牧師的

電話，他知道 Coral Springs警察局旁的消防

總局正在擴張，想查詢一下在我們教會旁的

消防局是否會搬遷，如果是的話，可能是個

機會，教會可以買下那塊地，方便擴展。

(後來查詢以後，消防局未有搬遷的計劃。) 

 

除了性格，事奉的見證，劉牧師更有愛心的

見證，我自己的家庭問題，人情冷暖，寒天

飲冷水，點點滋味在心頭。Linus 牧師時常

安慰我，鼓勵我，為了孩子，路總是要走下

去；又教導我要學習先從自己改變，至於很

多其他的教會家庭及華人家庭，更有著他和

師母的關愛及幫助的鉻印及足跡。他每天看

著教會的名冊錄上每個家庭的照片為我們禱

告，除了禱告，他的門是時常打開的。 

 

現在，Linus 牧師在天上為著我們禱告，他

的勞苦得以在主懷裡安息，然而，他的見證

已觸動了我們眾人及眾多僑胞的心靈，他榮

神愛人的精神已在教會同工及執事中廣傳。 

 

願神透過在 Linus 牧師生命中顯現出的愛及

榜樣，永遠成為我們心中的力量。阿們！ 

懷念劉勝培牧師 
譚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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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認識劉牧師時，他已從斯坦福大學畢業，並從事金融工作多年。劉牧師以前是天主教

徒，因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在禮節上有許多不同，所以他初到教會時，是由馬如玉姊妹來招待和

帶領的。馬如玉姊妹從十五歲開始，就在劉廣華牧師的帶領下做事奉，已事奉神多年，神當然希

望她未來的配偶是一個基督徒，就這樣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從相識到相知，最後結合在一起，

這真是天作之合。 

 劉牧師出生在廣東的一個大戶人家，弟兄姐妹眾多，名校畢業後，從事股票經紀人的工

作。他的顧客很多，事業很成功。我們的神所揀選的都是最好的。在舊約時代，神的選民猶太人

每年要去耶路撒冷獻祭，他們都是選那些毫無瑕疵的羔羊做為祭品。劉牧師就是被神揀選的僕

人，他的道路就是他所愛的神為他選擇的。 

 劉勝培牧師從一個天主教徒、商人到後來被神呼召成為一名牧師，這其中的 180 度的轉

變，雖有因他所深愛的女人是一位忠心事奉神的基督徒，但主要也是因為他順服神的旨意，願意

跟隨主。劉勝培牧師在被神呼召後，他立刻放下屬世的一切榮華富貴、名聲地位來跟隨主。自他

被呼召後，他即按部就班的進神學院，造就自己做神的僕人。那段時間，他一面做傳道人，一面

在念神學，非常辛苦。我很榮幸地參加了他的畢業典禮，他們夫婦擺了三桌酒席招待所有參加他

畢業典禮的教友。要事奉神的僕人，神自己會培植他，念完神學院後，我們珊瑚泉華人浸信會即

聘他為我們的主任牧師。光陰如梭，二十多年匆匆已過，他在任時，真是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廢

寢忘食地傳福音，領人歸主，他是我有生以來所看到的真正為神做工的好僕人。 

 劉勝培牧師事奉神半輩子，是我們珊瑚泉浸信會的第一任主任牧師，他是一個愛神愛人的

好牧人，一個替天行道的忠心僕人，是我們終生難忘的好牧師，我時常在禱告中記念他，求神在

天上獎勵他。 

紀念一位替天行道的好牧者 

劉勝培牧師 
一隻被牧養的老羊 褚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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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神的僕人- 劉勝培牧師 
周重光 黃家麗 

 
每當我們懷念已在天家的劉牧師，在腦海裡就是他那親切的笑容。初次來教會，得知劉

牧師本來在金融界，後來奉獻成為傳道人，對他這麼大的轉變，很敬佩。感謝神，是神

對劉牧師的呼召，使他成為真正神的僕人。他不但在講台上將福音神的話語努力的傳

講，在講台下也隨時隨地領人歸主，特別還到拘留所去傳福音。從香港來的劉牧師為了

不但要照顧教會裡講廣東話的跟講英文的, 他下功夫學普通話，來牧養只懂普通話的羊

群，後來出人意料的，很快他就用普通話證道，他的貼心關懷，好學與聰明，就在這件

事上表現出來了。 

 

自從他 2011 年七月生病以後，兩年之內，看著他日漸失去健康，最後的幾個月，雖然

無法行動，仍然到教會與大家一同敬拜，每次見他，得抱進抱出輪椅，進出汽車，心裡

就有一份激動。雖然後來他沒說話，但他的出現就讓我們學習及體會敬拜的神聖與必

要。因為沒法說話，但感謝神他的頭腦依然清晰，用文字寫了“每週床榻心語”來分享

他的內心世界，來勉勵他所關心的弟兄姐妹。一般人寫文章，用筆在紙上寫，或用鍵盤

打進電腦，可是劉牧師因為失去這一般人基本的功能，只能用眼睛一個字母，一個字母

的拼湊，用特殊的電腦，將他所想的用英文表達出來，每寫一篇，都得花上好幾天的時

間，敏舜執事再將它翻譯成中文。感謝教會把劉牧師從 2013 年二月十日到五月十九日

共十四篇的心語，集成一本中英文的小冊子。反覆再讀每一篇文章, 都一再感受劉牧師

那從內心深處對神的愛，無比的信心及對人靈魂的關懷。身體到那樣的狀況，從他眼中

所出的每一句話，每個字，都是發自真誠的肺腑之言。劉牧師，我們謝謝您給我們留下

的教導，讓我們從您身上看到神的愛，體驗到信心的偉大, 我們要珍藏這本寶貝的“每

週床榻心語”。 

 

劉牧師追思禮拜的那一天是六月八日，我們當時在希臘的帖撒羅尼迦，就是以前保羅去

過傳道的地方。感謝教會的安排，那天的整個儀式經過網路的連線，晚上我們可以在旅

館, 恭敬的在電腦邊跟 125個各地上網的人一同參與，送我們敬愛的劉牧師一程，以表

達我們對他的不捨與尊敬。在那個特別的葬禮中，我們也在遠方看到 Bonnie師母的堅

強，知道她這幾年來盡心盡力照顧劉牧師，給他身體的看護及心靈上的支持與鼓勵，

Bonnie師母在追思禮拜最後的簡短致謝的話，是非常了不起的見證，讓人見到信神的人

跟不信神的人差別在哪裡。Bonnie師母，我們向您致敬，願神報答祝福您。 

 

在佈告欄的照片及教會的合照裡，可見到您可親的影像，您的教導，您的影響，會繼續

流傳下去。我們永遠想念劉牧師，懷念您這位神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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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 Linus 牧師，就很懷念他的證道，

自從他病後，在 2012 年的 2月中已不能在台

上講道了。很懷念他的證道，常引用很多經

文，又有生活的例子，他的證道長最少有 45

分鐘，可想他每次預備講章真用很多時間。 

 在聽牧師講道時，我是有習慣寫筆記

的，可以重溫牧師的講道，在筆記中的是 Linus 

牧師在 2012 年 1月 23 日的證道，題目是「永

遠在我心裏」。 

 記得牧師那時兩手都己沒有能力，上台

時也要靠師母扶他上台，坐在椅上講道，記得

那天他手不能帶有講章，完全靠記憶將證道活

活潑潑的講出來，其實在講道前師母告訴我，

他在講道前天完全睡得不好，體力是非常虛

弱，擔心他不能完成他的講道。 

 記得那天在證道前，詩班獻的詩歌也就

是「永遠在我心裏 Constantly Abiding」，就是

在藍色聖詩本 #341。 我不知道是 Linus 牧師要

求詩班用這詩歌，或是亭竹姊妹擇選的，是完

全吻合他證道的題目，他聽詩班獻歌後，我見

牧師有平安的笑容，之後他就是在重病中講了

很精彩的道。 

「永遠在我心裏」的歌詞： 

1.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賜， 

 這平安無人能奪去； 

 雖試驗與艱難，如愁雲之繞環， 

 我心裡永遠有這平安。 

 

2. 普世人當迎接，救主為他之王， 

 這平安便入他心中； 

 諸愁雲皆飛去，諸陰沉變輝煌， 

 皆因耶穌為萬民之光。 

 

3. 主賜我這珍寶，藏在我心殿中， 

 在世寄居平安融融； 

 將來榮耀大日，主必再來接我， 

 回到天上榮美父家中。 

 

（副歌）永遠在我心裡，耶穌我主， 

 永遠在我心裡，無限快樂！ 

 主雲：＂總不撇下你，＂ 

 慈聲對我說：＂我總不撇下你， 

 因你屬我。＂ 

 

他證道引用的經文是在約翰福音 15： 1  

「你常與我同在，我也常與你同在」 

 

願我們都常記念 Linus 牧師的教導: 永遠有主

在我心裡，無限快樂。 

Constantly Abiding  

永遠在我心裏 
區馬如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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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夏，我主動向廣龍弟兄提出替代月蘭姐妹未盡的事工，繼續《珊瑚泉之光》的邀稿及編輯事工。今次對我而言是最難的一次，我合共用了三個整天的時間，讀完了總共 30篇劉勝培牧師的紀念文章，每篇必讀兩遍，情緒波動很大，一邊讀一邊流淚……；我在撰寫劉牧師紀念文章的同時，也是一邊寫一邊哭……  盡忠於主  與劉牧師認識到一起服事神的九年時間裡，我有許許多多的感動和難忘的回憶。在世人幾乎都在爾虞我詐中掙扎著的末世時代裡，像劉牧師那樣仍然保持著單純、可愛和直率，實屬難得。我親眼目睹、經歷以及見證劉牧師廢寢忘食地為神、為教會所做的事工以及對弟兄姐妹的關愛。經他受洗的弟兄姐妹不勝枚舉。在他生病之前，我總是覺得他為弟兄姐妹做事，就是在為神做事，是理所應當的，對他缺乏應有的感激。在遇到各樣困境時，他都會在身邊替我們獨擋一面。他信主以前是極其驕傲的人；信主後行事為人十分低調，從不自誇，堅持自己的原則，傳正統和全被的基督教福音，衷心服事神。他不但有講道的恩賜，且在諸多方面也展露出了橫溢的才華。自從劉牧師生病以後直至離開我們，特別是當我遇到服事上的困惑、挑戰、甚至逼迫時，才真正體會到劉牧師是多麼的謙卑，多麼的寬容、愛護和包容我們。   初識劉牧師         2004年 4月，我初次來到珊瑚泉教會，被安排在附加座位上。當時看到一位約 40歲出頭，極不起眼的男士正在臺上講道，聽著那久違 的廣東話，感覺十分親切。雖然已全然不記得他講道的內容，但對他的幽默談吐印像極其深刻，後來得知他就是我們教會的牧師。歡迎新朋友時，當敬拜帶領的弟兄念到我的名字時，我不加思索地站了起來，豈料當日崇拜就我一個新朋友，劉牧師從容而毫不猶豫地用國語說讓我站立，為我禱告。那是我

首次感受到他的謙卑，我雖不是平生第一次來教會，但在 300多人面前站立數分鐘，接受一個教會的牧師專門為我禱告，還是第一次，至今我猶記得當時的心境: 全身的熱血從頭湧到腳，眼裡含著淚，似乎聽見主耶穌親切地呼喚 — “回來吧，我的孩子！”當年 11月，在于宏潔牧師佈道會上决志，11月 28日受洗前夕，劉牧師親自打來電話關切的詢問是否填了受浸表格，看到他如此用心良苦，讓我想起了““““不願有一人沉淪不願有一人沉淪不願有一人沉淪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乃願人乃願人乃願人

人都悔改人都悔改人都悔改人都悔改。。。。””””（（（（彼得後書 彼得後書 彼得後書 彼得後書 3:9b3:9b3:9b3:9b））））這段經文。受洗後牧師問我有什麼專長可以服事神，我說我沒什麼專長，只是喜歡唱歌，他說那就加入詩班，“Alan（陳偉倫執事，當時的詩班班長），她這週六就來詩班練唱。”我說我的聲音很不好，也沒什麼基礎，可能會走音跑調。他說‘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妳的心’來勸勉我。  個性溫和隨意         很多時候，劉牧師更像是我的父輩。他溫和隨意的個性，讓人感到毫無拘束。2005年婚姻觸礁，由 Mei Wong（黃美英）姐妹陪伴，一起跟牧師去見律師。之前用餐時，他的隨和可以讓我跟 Mei mei姐妹無拘無束地稱呼他“乾爹”；談到傷心處忍不住哭泣，他連忙從口袋裡拿出紙巾讓我拭淚，他的細心讓我驚訝，他解釋說：“找我傾訴的多半是姐妹們，所以口袋裡常為她們準備紙巾”。   努力學習國語         2008年春，週三國語查經班結束後，劉牧師像往常一樣，頑童似的走過來跟我說要學國語，因聽到講國語的弟兄姐妹反映他的國語不夠好，故下決心把國語學好。我不以為然地說：“你這麼忙，怎麼會有時間呢？”他說：“我是認真的，我付學費給妳，下週三開始上課。”當他得知我的收

神的僕人，我的屬靈導師 
— 回憶劉勝培牧師    楊夏伊 Kathy Yang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上 29:14 “29:14 “29:14 “29:14 “我算什麼我算什麼我算什麼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竟能如此樂意奉獻竟能如此樂意奉獻竟能如此樂意奉獻？？？？    

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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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費標準是$50元時，於是說:“好，那我就付妳$50元。”我說，你是神的僕人，我只收你半價。在他學國語的近一年時間裡十分認真，每次都完成所有作業，還自購拼音書籍；同時也在家裡對著鏡子練習發音和口型。每次上課結束後，他必定為我禱告。有幾次他在外探訪而錯過了上課時間，仍堅持付學費，當我拒絕時，他卻說：“這是妳的工作，妳要生活，我不能白白佔用妳的時間。”Shirley Chang（張美芳）姐妹得知他正在學國語，從香港回美時，還特意贈送他一本基督教國語專用書籍，以方便他向說國語的同胞證道及傳福音。全部拼音學完後，開始逐句的學習這本書。在主日用國語證道前，他每次都固定跟我在他的辦公室約見，跟我確定他認為不夠標準的發音。   關愛弟兄姐妹         年底聖誕節到來之際，劉牧師特意寫了一張$50元的支票，送給我做聖誕禮物，我以他在2007年曾公開鼓勵弟兄姐妹避免送聖誕禮物，把省下的金錢奉獻給教會為由而婉拒，並說，自從他提了這個建議後，我就再也沒有跟弟兄姐妹互送過禮物。即使我收下這張支票，也是奉獻給教會，你就直接給教會吧。他聽後十分驚訝地說：“我是說過這話，但按中國文化傳統，妳是我的國語老師，我尊敬我的老師，妳拿著怎麼用我不管，Don’t ar-gue with me（不要跟我爭吵）。”他的謙虛、他的親和力以及對弟兄姐妹的關愛至今仍影響著我，真正體現了““““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

最小的身上最小的身上最小的身上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馬太馬太馬太
福音 福音 福音 福音 25:40b25:40b25:40b25:40b））））         同年秋天，我跟牧師一起去 Boca探訪吳學工和高夢鴻夫婦，他們的女兒被診斷為再生障礙性貧血，比較危急。當他得知我住在教會的北邊時，遺憾的說：“早知道妳就不用來教會了，約在妳家附近接上妳就是了”。他就是這樣常常替別人著想。我知他一向開快車，故想讓他休息，由我駕車。他卻說：“多抓緊一分鐘，就多一個靈魂得救，還是我駕車。”一路上我一直盯著裡程表，稍一超速，我馬上就提醒他慢下來。在夢鴻家，瞭解了詳情後，即刻打開聖經讀神的話語給他們聽，同時也關切地詢問著她父母的近況。更為他們的女兒向神獻上禱告，求神看顧和醫治，臨走時還一再叮囑他們堅持去教會。         當剛受浸不久的項玲玲姐妹的先生突然去世時，她不知所措，牧師知道後，主動為她約見了律師，他由於在外探訪不能及時趕到律師樓，由

Susie姐妹安排我先將項玲玲姐妹送過去，等了相當長的時間後，牧師才風塵僕僕地趕來，還連連道歉說來晚了。在他的幫助下，為項玲玲姐妹爭取了她應得的財產，後來她買了房子，母女生活無憂。我極少直接用言語誇獎牧師有多麼的好，我體驗的是他服事神和弟兄姐妹的行動和過程。  啓發我的靈命             2009年春，三福培訓課開始了，我由於週六只能來上半天課，故未報名，劉牧師知道後，又親自打電話說：“三福培訓課，妳要報名，要知道妳的靈命正在成長，能來幾天就來幾天，少來比不來好。”三福培訓後，我的靈命逐漸成長起來。後來牧師又循序漸進地鼓勵我上聖經教師培訓課程。         2010年春，冠雯姐妹準備夏天回台灣探親，想找一位姐妹暫時代替她的工作，看我平時工作量不多，比較適合，遂向牧師推薦了我，我對牧師說：“謝謝你對我的信任，我很願意為神做一些事情，但我不能接受這份工作。”牧師問為什麽，我說我的電腦不好，還不及專業人士的 10%，萬一出現差錯，300多人在看著屏幕，也對不起神。他說：“不用擔心，妳來做，我為妳禱告，沒有人是不出錯的，我保證不“罵”（意思是怪罪）妳。”牧師的勸勉及鼓勵，加之冠雯姐妹耐心而不厭其煩的教授，我得以慢慢地掌握了。之後牧師說：“冠雯姐妹的事務比較多，需要一個幫手，以後她不在，妳就代替她的工作，同時也兼顧做西棕櫚灘的 Power point（幻燈片）。”我問他，我做的沒問題嗎？他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其實我每次都有小遺漏，但是他一直都鼓勵和包容我。他通常是準備 32個 slide的證道內容，但最後只能放大概 25個左右，當時我很不理解，為什麽要準備這麼多呢？在跟牧師慢慢的接觸中，才看到他為失喪的靈魂極其有負擔，他是想讓我們的同胞知道更多神的信息，由此可見他傳福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次牧師走過來跟我說：“我這次是首次以傳道人的身份回國內傳道，還帶了幾十本福音書送給 302教會，請妳為我禱告，避免受政府的責難。”那時的政府對家庭教會剛剛開放，但對外國傳道人始終很警惕。劉牧師是靠著神加添給他的信念和膽識，無所懼怕。  我的終生遺憾         2011年春，牧師主動提出要來我家探訪，我以還未配好窗簾為由讓他再等一段時間。之後他多次催促說：“妳不需要弄得那麼好，我去只是為妳和妳的房子禱告，趕快安排時間吧，師母已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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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等了。”當時我想以最好的狀態請牧師和師母來，同時也計劃邀請 Miss Cathy和 Mei Wong（黃美英）姐妹一起作陪，我無論如何都預料不到，由於我當時貪戀世界，錯過了牧師的探訪，如今牧師已回天家，Mei姐妹也需要接受一系列的治療；加之牧師曾經幾次的提到培訓我幫他從廣東話翻譯成國語，我以他講話太快、聲音太低，恐難做到為由而拒絕了他，這均成了我終生永久的遺憾。   在苦難中經歷神         2011年初夏，牧師剛剛感到身體不適，恰巧主日崇拜是我做幻燈片，於是我去他家跟他核對要講的證道內容，當時見他消瘦而憔悴，勸他先休息三個月，調養好身體再服事神，他卻說：“三個月哪夠，醫生說我的身體透支得太厲害了，至少要休息一年。看到那麼多失喪的靈魂，不去傳道，怎能休息呢？”臨走時還從弟兄姐妹送給他的補品中選了一盒參茶贈送給我，並讓我注意身體。年底我準備回國與父母過農曆新年，臨走前剛好趕上教會的家庭晚會，想起十二年未與父母歡度春節，想家的感覺油然而升，於是就唱了一首《想家》這首歌，在亭竹姐妹的啓發下，根據此歌的旋律又自填了一首《更美的家鄉》歌詞，牧師聽後走過來問我，那歌詞是妳自己寫的嗎？我說是，亭竹姐妹也給了我一些意見，他眼裡含著淚說：“好，好，有進步……”。看到他日漸消瘦，我難過地拉著他的手說，你一定要注意身體健康啊！  依靠並順服神         2012年 2月初從國內回來後，見到牧師已經很虛弱，我幾乎無法接受我們親愛的劉牧師會得這無法醫治的頑疾。十二月初，明哲和 Susie夫婦約我以及心雨、英姿姐妹一起去探訪牧師，聽佩華姐妹說，他最喜歡吃紅燒肉，我特意用高壓鍋燉好帶去了，誰料想，他已經不能咀嚼了，每種食物必須先絞成碎末才能夠慢慢吞咽，想到昔日牧師意氣風發地在臺上講道，再看看他以這樣的方式用餐，我心裡不禁隱隱作痛。用餐前，Susie姐妹說，牧師點名請哪位做謝飯禱告，牧師沖我點點頭，這是我和牧師在世上的最後一次晚餐。席間我不停地在一旁“打小報告”，告知他我們教會又來了很多新朋友，我們正在關懷一些特殊的群體；同時也讓他知道有很多人都在關心他，比如：當我告訴他我的猶太學生 Daniel Gass很喜歡他的證道，在教會 20周年主日聯合崇拜時，特意調整了商務約會，趕來看望他，他聽後驚訝的睜大了眼睛，用力的點著

頭，眼裡含著些許的淚水；我也講了一些笑話給他聽，逗得他像孩子似的哈哈笑。期間，由於牧師吞咽食物比較慢，我怕他嗆著，就一直為他捶背；有口水流出時，我正欲喚照顧他的萍姨拿紙巾，這時牧師機警地用眼睛指著餐桌上的一塊布，我拿起來幫他擦了口水，他向我點頭表示謝意。即使在重病中，他的反應能力絕不遜色於常人。讓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一連幾個月都跟我們一起參加主日崇拜，每次見到他，我必走上前拉著他的手跟他寒暄幾句；讓我感到難過的是，四月最後一週的主日崇拜，我還來不及跟他寒暄問候，他卻提前“離開”了，當我盼著下週日可再見他時，他卻沒有再來。    2012年 5月中旬，牧師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故君華姐妹提議弟兄姐妹給牧師寫感謝信，感謝他給我們多方的幫助和弟兄姐妹的服事。其時退休會將至，同時又在準備學生的期末考題，十分忙碌，心想等忙完這些事，從退休會回來後再寫吧，但聖靈就在當時催逼我說：妳不可以等，現在就要寫。也許在這個世界上，神常常會給我們保留一些遺憾，就像我沒能跟月蘭姐妹有最後的獨處一樣，因為祂是讓我們將來在天家來彌補這一遺憾。以下這封電郵信是我在親愛的劉勝培牧師回天家前寫給他的。  給劉牧師的感謝信 親愛的劉牧師： 感謝你，常常聆聽我的傾訴； 感謝你，在我悲傷哭泣時，你親自遞紙巾讓我拭淚； 感謝你，在我困惑時給我屬靈上的幫助； 感謝你，當我找藉口推脫自己沒有靈性時，你鼓勵我上三福和聖經教師培訓課程； 感謝你，當我協議離婚拿到不多的贍養費時，你親自為我引見律師； 感謝你，當經濟不景氣，前夫不願再多支付贍養費時，你鼓勵我說，如果這是事實，只要你心裡有平安，也可以接受； 感謝你，當我對未來獨自生活缺乏信心時，你卻說：妳不用擔心，神的恩典夠用，如果妳沒有飯吃，每天來我的 office（辦公室），保證每天有飯給妳吃。 感謝你，每天翻開我們的通訊錄，為我們弟兄姐妹逐個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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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感謝你，在我跟冠雯姐妹學習電腦做程序表和幻燈片信心不夠時，你鼓勵我說：妳來做，我為你禱告，我保證不“罵” 妳； 感謝你，常常為我們中國同胞、特別是少數民族禱告......，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神的大使命之一，Eddie夫婦在只有 10萬人的布朗族中間服事。  你就是這樣一位謙和的牧師，謝謝你過去20年的付出，願神的愛與憐憫時刻與你同在，我們向祂祈禱，願祂記念你、減輕你的痛苦。相信你的名字已經在祂的生命冊上了，我們天家再聚。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2:24 12:24 12:24 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仍舊是一粒仍舊是一粒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若是死了若是死了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謝謝你，劉牧師，我們愛你！ 主內， 夏伊 2013年 5月 20日       

劉牧師榮歸天家與天父同在     6月 4日早上，我剛好代替外出的冠雯姐妹工作，突然接到她傳來的 4個短信，我當即知道一定是出什麽事了，果真是她告知我劉牧師已回天家的消息，我愣在一旁不知所措，好久才清醒過來，給她也回了一個短信：“冠雯,我太難過了……”。 我難過得哭不出來，也不知該做什麽，突然想起，也許我可以為牧師做追思禮拜的程序表，於是打開了以往的程序表檔案，恰巧看到月蘭姐妹的格式比較適合，當我緩緩的把月蘭姐妹的名字換上“劉勝培牧師安息禮拜”時，我淚如泉湧，真實的相信劉牧師已經離開了我們。雖然我不確定這程序表是否能用上，但我知道，這是我在世上為劉牧師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親愛的劉牧師，願你毫無痛苦的安息在主懷，有主耶穌庇佑你。我們會同心合一的去完成你未盡的心願，願神記念你的勞苦，在天堂給你戴上榮耀的冠冕！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11111111 ：：：： 13131313----16 16 16 16 這些人都是存著這些人都是存著這些人都是存著這些人都是存著

信心死的信心死的信心死的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卻從遠卻從遠卻從遠
處望見處望見處望見處望見，，，，且歡喜迎接且歡喜迎接且歡喜迎接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又承認自己在世上又承認自己在世上又承認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客旅是客旅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個家鄉自己要找一個家鄉自己要找一個家鄉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
家鄉家鄉家鄉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他們卻羨慕他們卻羨慕他們卻羨慕
一個更美的家鄉一個更美的家鄉一個更美的家鄉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所以神所以神所以神
被稱為他們的神被稱為他們的神被稱為他們的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並不以為恥並不以為恥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因為他已因為他已因為他已
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許弟兄及許太太，您們好！ 

 驚悉劉牧師已經離開我們，讓我想起當初在 Florida 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正是 15 年

前劉牧師和珊瑚泉教會的弟兄姐妹的引領和關懷，使我幸運地認識主，並決志信主。9 年前，我

和我太太在劉牧師家由他為我們施洗（附兩張照片）。信主以來，神的恩典不斷臨到我家，不

僅使我們有足夠的生活供應，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懂得忍耐、等候、交托、盼望。今天，我們的

兒子也已是受洗 4 年的基督徒了，感謝神，又祝福他今年被加拿大排名第一的多倫多大學錄

取。每當我們數算神加給我們的恩典，都會想起劉牧師及珊瑚泉弟兄姐妹曾經給我們的引領、

鼓勵、支持和關愛。我們會在遙遠的加拿大北方禱告，求

神記念劉牧師在地上的勞作，安慰牧師的家人和珊瑚泉的

弟兄姐妹，賜平安和盼望與他們同在。 

 感謝神！ 

 趙榮華弟兄，張萍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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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前言： 就在劉牧師回歸天家前夕，君華給

馬太團契的弟兄姐妹們發了一封 Email，提醒大

家牧師的健康狀況不佳，希望弟兄姐妹能寫一

些鼓勵的話給牧師，當時，我便寫了這封信給

牧師。其實，我很早就想提筆寫這封信，但一

直沒有勇氣。人犯錯誤需要勇氣，但改正錯誤

卻需要更大的勇氣，難怪在“晉靈公不君”的

故事中，士會勸晉靈公說：“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左傳  宣公二年》）

做為一個基督徒，非常幸運，讓我不但有勇氣

將自己的罪展現在天父面前，更讓我有勇氣將

自己的錯誤展現在世人面前。子貢曰：“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本人不敢奢求更也，人皆仰

之，只求更也，心裡安之。 

 

劉牧師，師母： 

 您們好！這是我第一次給您們寫信，

應該說這是一封公開信，因為這封信我同時

也發給了我們馬太團契內所有的弟兄姐妹。 

 劉牧師，您記得嗎? 大約是七，八年

前，您和許執事來我家探訪，我記得您當時

突然問我，為什麼來教會？我當時回答您，

因為父母的去世。其實，我當時只說了前半

句話，後半句話我一直沒說，那就是，我當

時非常怨恨神，非常不理解祂對我所做的一

切，祂既然愛我，為什麼要將我的父母帶

走，為什麼讓我在人世間失去父母的寵愛。

父母去世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都無法接

受這個現實。我是在我母親病重的時候在加

州的一家浸信會受洗的，其實在受洗前，我

已經在每天禱告，大多數禱告的內容，都會

得神的蒙恩而成為現實。所以當我得知我母

親病重時，毅然決然決定受洗，因為我當時

非常堅定地相信，受洗後的我，如果為母親

禱告，母親一定會康復的。所以當時，即使

醫院下病危通知書時，我還樂觀地認為，神

一定會挽救我母親的。直到我看到母親閉上

雙眼的那一刻，我簡直不敢相信，神居然帶

走了我的母親，沒有應允我的禱告。在母親

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去教會，

也不想看聖經。其實，您當時的問題，我真

實的回答應該是：我為什麼去教會，是因為

我想知道，神真的愛我嗎？祂的愛在哪裡？

後來經過在教會裡聆聽您的教導及弟兄姐妹

之間的互相學習和幫助，我才漸漸明白，其

實神是一直愛我的，祂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當我逆水行舟時，祂就在我的左右，如果沒

有祂，我無法從失去雙親的痛苦中自拔；如

果沒有祂，我不會有這麼可愛的女兒；如果

沒有祂，我又怎麼會重拾開懷大笑。 

 記得母親臨走前，對我說，不要難

過，只要你快樂，媽媽就很高興。地上的父

母都這麼愛我們，更何況天上的神，祂怎麼

會捨得我們難過，只是我們一時被愚昧蒙住

了雙眼，沒有看清神的恩典，沒有感到神的

愛。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其實神非常愛我的

父母，當他們在地上的工作完成時，就接他

們去了天家，正如媽媽躺在病榻上，對我和

給劉牧師的一封信 
秦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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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說，她很開心有我們這兩個孩子，因為她現在很安心，可以無牽無掛地走。神也非常

愛我，在父母走後，給了我一個非常有愛心的教會，慈愛如父母的牧師和師母，讓我重新

振作起來；給了我一個非常可愛乖巧的女兒，讓我重拾以往的快樂。尤其，最近一段時

間，看到牧師您的手記時，更是覺得神的恩典實在是太偉大！正因為祂的恩典，您才如此

坦然地面對病痛；正因為祂的恩典，師母才如此地堅強，不但日以繼夜的照顧您，還要忙

教會的事務。是的，如果沒有神的恩典，我們又如何承受這些挫折，當我們承受這些苦難

的時候，正是蒙受神的恩典和享受神的愛的過程。當我得知您生病的消息，我很難過，難

過的是我又失去了一份在地上的慈愛；可是我又很欣慰，我欣慰的是，在您生病的這段時

間裡，我看到了神的恩典，感受到了祂對您的愛和對我們的愛，這份愛是何等的高深偉

大，讓我感到很羞愧，自己實在是不配得著這份愛。最近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禱告，

向神祈求，求祂給我智慧，讓我能夠通過在我身邊發生的人和事的身上，看到祂的恩典，

看到祂的愛，因為當我知道神的恩典和愛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時，我就不會感到迷茫和害

怕，就會坦然地面對所有的一切。 

 劉牧師，師母，這些話我一直想對您講，可是又怕講出後，被您責罵，因為當時沒

有誠實地回答您的問題。 今天終於有勇氣說了出來，只求心安和釋懷。感謝神，給了我

們這麼好的牧師和師母！劉牧師，師母，我們都愛你！ 

 

05/20/2013晚草上 

Pastor Linus Lau will be forever remembered in my heart. He was a very special man that 

deeply loved and respected everyone he encountered.  When I first started attending this 

church, he was quick to comfort me to any problems that were going on in my life. He 

would listen with an open heart and delivered infinite words of wisdom that were much 

appreciated.  Without even knowing of my husband being sick, he called him to come in 

and have a talk with him.  He told him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pass soon and that we had 

to be positive and embrace our afterlife.  Though he knew he was sick himself, he was 

always looking out for others and lending his help. He cared for other people through their 

faith in God and inspired us to always look forward. He was a genuine man that will forev-

er hold a place in my heart.   

From Rose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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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us 牧師是好丈夫。 

 記得我剛剛來教會的時候，還分不清哪

個是 Bonnie 師母，也看不出 Linus 牧師的年紀

（一直以為牧師 40多歲呢），偶爾就會聽到

牧師在講道時拿自己和師母做例子，開自己和

師母的玩笑，然後在大家的笑聲中調皮的向台

下的師母會心的笑。那時我就猜想，牧師“膽

敢”在眾人面前這樣，跟師母的感情一定很

好。 

 2011 年第一屆國語恩愛夫妻營最後一次

聚會是在牧師家。我跟李瑋受邀參加。在那裡

牧師分享他如何在夫妻營中明白了什麼是師母

需要的愛，並且開始學習用師母喜歡而不是他

自己習慣的方式來表達愛。他會在師母周六為

會眾煲湯辛苦的時候，抱一抱她，說句“辛苦

了”； 會在不經意的時候對師母說“我愛

你”。我們當然都明白在婚姻中為著對方的需

要而改變自己，是何等的困難。但是 Linus 牧

師就可以，因著愛，決意並且立刻改變。 

 

2. Linus 牧師是真誠的人。 

 很清楚地記得，我剛剛決志信主的時

候，每每聽到教會的兄弟姐妹說“感謝神”，

心裡就感覺跟他們很有距離。好像他們都是高

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似的。 

 後來，有一天牧師和師母來到我們家探

訪。牧師講的一句話一下讓我感覺到這個信仰

是實實在在的，是有血有肉的。Linus 牧師說：

“我很感謝神給了我現在的一切。我很愛神。

但是，如果，有一天神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拿走

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現在一樣那麼的

愛祂。”作為神的僕人，牧師能這樣講，說明

他真的是用心講誠實話，沒有一點夸夸其談。

這對於初信的我是很實在的鼓勵，拉近了我與

神的距離。 

 牧師用他的行動驗證了他當年的話。當

神真的拿走他的一切時，他還是像從前一樣的

愛神！信靠神！牧師為神打了當打的仗，為神

做了美好的見證。 

 感謝神，給了我們忠心愛主，溫和謙卑

的牧師和師母。 

 在《馬太福音》第 5章第 3-12節中講到

了天國的八福，也是合格的基督徒應有的品

格。再讀起來的時候，想起了勝培牧師當年曾

就八福做過專題的講座，往事歷歷在目。牧師

是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這些可貴品格的每一方

面。 

 牧師是虛心的，從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

候，印在心裡的就是一張笑容可掬的面容。我

們全家是牧師做的洗禮，從此以後大家就很熟

識。他見到我，總是關切地詢問我“劉伯伯劉

伯母怎麼樣？” 

 牧師是哀痛的，它可以把別人的痛苦當

成是自己的一同承擔。記得當初他講到自己去

Deten�on Center探訪同胞，或者在病榻前告別

垂死的病人，為他們一同禱告哀傷，講到動情

處牧師甚至會潸然淚下。我們可以體會到他的

那種以人之痛為己痛的心情。 

 牧師是溫柔的，這不僅體現在對待教會

的每個弟兄姐妹，兒童成人，也體現在對陌生

人的態度。在教會的幾年，我從來沒有看到牧

師控制不住自己情緒的時候。在周日講道提到

師母的時候，那種溫柔的表情更是難以言表，

讓人感動。 

 牧師是憐恤人的，他可以犧牲自己的飲

食、健康和正常的作息，也要做好探訪和關懷

工作。 

 牧師是心理潔淨的，他的坦率和單純，

甚至讓他在面對別人的權術和挑戰時也不做回

擊。 

我們心目中的勝培牧師 

劉瑩 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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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使人和睦，每一家有了困難或者關係上的挑戰，牧師聽說後會不遺餘力的幫忙。他的家成

了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時候首先考慮的聚會場所。 

 牧師也會受到逼迫，在教會成長的過程中有前進，也有過曲折和分裂的危機，然而他用自己的

坦蕩和關懷，保持著教會成長的勢頭，我們珊瑚泉教會有今天的規模，有這麼多愛主的弟兄姐妹，和

牧師的號召力直接相關。 

 牧師的貢獻，除了在這些品格方面，在帶領弟兄姐妹查經，在周日的講道方面，也是可圈可

點。牧師的查經和講道，側重邏輯分析，層層遞進，而且信息容量很大，每次周日聽道的時候，通過

細細體會，能夠體會到牧師的鑽研和苦心。 

 我們明白，做到完全合格的基督徒，功不在自己，我們也沒有資本可以自誇。成就都在天上的

神。牧師偶爾也有軟弱的時候。在他的《床榻心語》系列中，牧師提到自己有一刻曾經感到被神離

棄，甚至會像個小孩子一樣哭個不停。然而，牧師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一個正常人如何改變生命，迎

接挑戰，面對軟弱，戰勝死亡，激勵後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就像種子，種到我們自己的生命中，使我

們的生命之樹成長，而且可以世代相傳，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

的賞賜是大的。”牧師，我們天國再見。 

 Pastor Linus was a great pastor, friend, and teacher, but some people 

don’t know that he also was a great player at “trouble,” shopping companion, 

and dear family member. 

 When my brother, Nathan, and I were s�ll a2ending elementary school 

together, my “goo ma,” or Bonnie Si-Mo, would some�mes come over to our 

house with uncle Linus. They would take us out to arcades like Chuck-E-Cheese, 

or usually to the mall, and treated us as if we were their own children. AAer-

wards, we would always come back home and play a board game called 

“trouble.” The objec�ve of the game is to get all your pieces around the board 

and back home, based on the number you roll with a dice, and when one person 

achieved it, we wait un�l we get a second place and then a third. When the game 

was over uncle Linus would say he was �red and get up to leave, bu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always beg to play another round. Just one more! But if he complied 

with our request, would we ever stop asking him to stay aAer a game? We have to stop some�me soon. 

So uncle Linus and aun�e Bonnie would promise to come back to play with us to put our urge to play 

more at peace un�l next �me. 

 So, our dearest Pastor Linus simply finished the game before us, and is 

wai�ng for us to finish too. We know that when our �me is up here on earth, 

when we have made a whole trip around the board, we will finally reunite with 

Pastor Linus again, and it will be amazing, because God promised those who put 

their faith in Christ, a room in His kingdom, just for them. But un�l that �me, we 

have to endure and rely on the dice, on God, and run a good race. 

 

~ Christy Ma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2 Timothy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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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me to know Pastor Linus late, and 
then only for one and half years before he took ill. 

This, by any measure, was too short a �me to 

know anyone well. Three months aAer our sojourn 
at CBCCS, we received a pastoral visit, during 
which Pastor Linus wasted no �me to ask us why 
we leA the West Palm Beach Church. He must 
have sized us up rather quickly then, for three 
days aAerwards, we received an invita�on to be-
come church members.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that we are accepted and given the right arm of 
fellowship so soon. Somehow, there seems to be 
an uncanny bond between Pastor Linus and Paul. 
The two hit off easily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shared a love of 
classical books, an 
affinity to same school 
of theology, even simi-
lar poli�cal alignments. 
S�ll, we were like new 
kids around the block, 
happily going about 
(ah!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too) in our 
new found niche - the 
West Palm Beach Mis-
sion . 
 There was this tremendous energy Pastor 
Linus always brought along with him. We waited 
expectantly for his presence every Monday Night 
Bible Study. When he did show up, he torched 
everyone with his hearty laugh. Some�mes he 
would pull a few aside to specifically pray for 
someone in need. Most of the �mes, he rallied the 
group with confidence and joviality like an old 
friend. We soon discovered that his pastoral visits 
and counseling had extended as far as Jupiter. Be-
fore the WPB Mission, he had regularly ministered 
in Orlando Mission and the Miami mother church.  
 But Pastor Linus was not your ordinary pas-
tor. He cracked jokes, was a connoisseur of fine 
foods (like drunken crabs?!) and wine,  played and 
won tennis tournaments,  spat with his congre-
gants like a teenager with his friends, and alleged-
ly owned more than 60 polo shirts. In other words, 
Pastor loved life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lked 
away from the good life just as easily, in the 

twitching of a finger, God’s finger, to respond to a 
call, meant that he would plunge into His work 
with the same passion and more. It meant also 
that this pastor never had the luxury of a sea-
soned layman, observing from the pew’s vantage, 
evalua�ng, learning the nuts and bolts of Kingdom 
work. Rather, Pastor Linus had skipped the 
“seasoning”, and with the world s�ll very much 
inside him, tumbled head-long into the raw, nerve
-wrecking stuff that life ministry is made of.    
 So, when we came to know Pastor Linus in 
his maturity, aAer 20 years into the ministry, we 
had actually missed out a lot. We missed his stum-

bling, his awk-
wardness, his 
mistakes and 
misjudgments, 
his anguish and 
frustra�ons.  We 
also missed his 
growing, his 
faith, and his un-
relen�ng love for 
his people. Most 
important of all, 
we missed God’s 
taking Linus by 

the hand and pushed the church forward to be-
come the second largest church in South Florida.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tried to fill us in what we 
have missed, we finally understood why Pastor 
Linus always signed off all his messages, “Soli Deo 
Gloria!” 
 On the Easter Day of 2012, Pastor 
preached his last sermon to a group of Lukers at 
his house. To reiterate Pastor Sco2’s message 
preached earlier in the morning, Pastor Linus kept 
asking if we thought we were there at the Cross, 
“Were you there?” We mumbled a yeah, for our 
sins have certainly helped nailed Jesus to the 
Cross. Then Pastor Linus, visibly disappointed by 
our response, mu2ered, “No, we should not be 
s8ll at the Cross looking on, lingering in our way-

ward past!  We are Crucified with Christ, it is no 

longer we who live, but Christ who lives in us!” 

And that verse, Gala�ans 2:20, describes our Pas-
tor well enough.    

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The Reformed Pastor 
Paul and Betty 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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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藉著聖靈的感動，讓 KIM 姐妹帶領我認識神。也讓 BILL WONG 執事夫婦二人，還有伍明和少靖夫婦二人多年來的幫助、扶持和帶領我親近神，讓我靈命得以成長。     我清楚地記得，於 2008 年 1 月間，是在 BILL 

WONG 家中所設立的查經班聚會時認識劉勝培牧師的（以下稱劉牧師），因其牧者風范，給了我信心、力量和歸屬感。同時也被主耶穌緊緊的抓住了我破碎的心，並打開了我昏暗的眼睛，讓我明白到信主得救之重要性和迫切性。從此，我便慕道心切並義無反顧地決志信主。於當年 4 月 6日受浸歸主，得天父女兒的名分，重生得救，不致沉淪。     我信主後，知道自己是一個被造的罪人，而且年紀老邁，身體軟弱，更甚的是不懂英文，不會開車，實在無能為力做些什麼。虧欠神的榮耀實在太多，愧疚異常。聖經說：“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詩篇 91： 15）因此，我便求告神，願神賜給我蒙神所喜愛、悅納和使用的恩典。結果，神垂聽了我的禱告，並賜給我寫歌的能力和勇氣，讓我出乎意料的順利地寫了 《齊來榮耀神 》和《讚美父、子、聖靈》這兩首歌。     感謝神的祝福，那兩首歌在劉牧師和施亭竹傳道的指導下，經過審批和安排，已在教會的刊物《珊瑚泉之光》中刊登出來。藉此，給我展現了榮神的路向。我便不時以文章、詩詞、對聯和歌曲的形式見證、榮耀和讚美神的慈愛恩典以及奇妙大能的作為。此乃與劉牧師對我的勉勵、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特此向他致謝！     在我向親人傳福音時，卻受到出乎意料的拒絕。我感到委屈與無奈，惟有向劉牧師訴苦說：“如果我不向親人傳福音，他們便不致得罪神。”劉牧師便旁敲側擊的對我說：“難道你不煮飯給他們吃，他們就沒有別的東西吃嗎？”他那發人深思的一語，便讓我如釋重負，不再難過和自責了。 

    當我丈夫病危之時，我又告訴劉牧師說：“我丈夫雖然在小學期間已受浸歸主，但因時代的變遷，社會動蕩，生活和條件等原因，而致超過半個世紀之久離棄神。我信主以後便意識到，一個基督徒若長期遠離神，是沒有屬靈生命的。所以我擔心丈夫因而沉淪。”劉牧師便心平氣靜地對我說：“你不用擔心，我會為你丈夫向神禱告。”結果，神垂聽了劉牧師的禱告，並藉著聖靈的感動，讓 AMY 姐妹趁著回香港的機會，親自前往探望我丈夫，讓他重新決志信主，不致沉淪，反得永生。     當我丈夫去世時，我因條件的局限而不能回港送他最後一程和辦理他之身後事。同時又擔心家人會采用非基督徒之喪禮儀式而影響了丈夫與神的關係而焦慮不安。所以我又請教劉牧師說：“我該怎麼辦？”他便安撫我說：“你可以放心，在你丈夫的靈魂離開肉體時，已被主耶穌安然接回天家了。無論你家人做什麼都與他的靈魂得救無關。而且你又不在場，就任司儀他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吧！”聽牧師這一席話，我便放下了心頭大石 ，很快就平靜下來，勇敢面對喪失之痛。     我自知是個卑微的罪人，劉牧師卻為此盡心盡力的開解、扶持和幫助我解決了疑難之事。尤其是他所寫的“每周床榻心語”之短文，便顯示出他時刻在記掛著教會的興旺成長以及會眾靈命的長進，所付出的辛勞以及無所畏懼的背負重軛之心志，讓我最為感動和讚嘆。特此，題詩兩首以做紀念和致謝！  
2013 年 8 月 28 日 
 

神僕敬虔又忠心，愛主牧會獻心身。 

勝者無懼負軛困，培植靈苗深扎根。 

勝出死亡入永生，培育靈命功德深。 

蒙神垂愛許冠冕，恩召直往標竿奔。 

懷念劉勝培牧師 
陳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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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麥子    
李欣 

 親愛的劉勝培牧師回天家已有三個多月了，儘管從他生病起大家都為他禱告，懇求神醫治
他。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這種病的嚴重性，心裡也有所準備醫不好。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我
們都看到了病情一步步地發展，而劉牧師的身體雖漸漸軟弱，但靈裡的喜樂卻常常在眾人面

前。他雖然不能站在前面為會眾講道，卻用他的行動和短文傳達了一個神的忠心僕人的信息。 
 劉勝培牧師的忠心服事在於他堅持宣講純正福音，講認罪悔改的道理，講救贖的恩典，為
神的國度堅守真道。他還愛神愛人，為服事我們這些講國語的信徒和慕道友努力學習普通話，

他進步之快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還探訪那些新來家庭，病人，許多我不知道的事天父都看在
眼裡，最重要的是他在內室與神的交通是在神眼裡極為寶貴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

多子粒來。”(約翰福音 12:24) 第一次看到這個經節時，是我剛決志不久。非常不理解主所講

的話，我信主就是要得永生，為什麼還要死呢？我因為不想死才相信，正像彼得說的：“你有

永生之道，我還跟從誰呢？”(約翰福音 6:68b) 雖然不明白這句話，可我還是喜歡主耶穌所講

的其它的話，那麼親切，那麼入人心！ 

 謝謝劉牧師！是你那如彩雲般的見證讓我進一步理解主耶穌所講的這句話。 
 我們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靠著神的憐憫和慈愛，走在神為我們預備的救恩路上。盡管我們

不完美，但有耶穌的寶血遮蓋使我們能坦然無懼地來到神面前。我們都有來到審判台前的那一

天，但願那時聽到主說：“好，你這又良善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

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馬太福音 25:21) 珊瑚泉弟兄姐妹們，                          您們好，今天是紀念劉牧師日子，作為一個在他身邊照顧他有一年時間的我，請容許我在這裡講幾句話：一年在劉牧師身邊,看到開心與艱辛的日子，最感動的是他那份堅持為神做完在地上的最後工作，將榮耀歸給神。  從我認識劉牧師開始，他給我第一個印像是個精力充沛，愛人如已，樂意幫助，關心人，有一天我接到 Bonnie 師母的電話，我很愕然，叫我去照顧牧師，我還在猶豫應不應該從紐約飛來佛州呢？等我來到第一眼見到他時，我眼淚直流，不知怎樣去安慰他，我用了主耶穌的比喻來安慰他，其實我是錯的，因當時我是不信神的，後通過弟兄姐妹講解，我才明白這是錯的，求神原諒。  當我回憶同劉牧師在一起走過的日子，當時他還是能走能說的，後來他不能走不能講，睡在床上，內心是多麼痛苦啊！但在他的內心，一直為神工作，他關心教會的運作，每次師母崇拜回來第一時間就要看程序表，特別是在最後寫出每週床榻心語，其實他是很艱難才可以寫出來的，每次他要寫的時候，

他一定要特別早起來，做好準備等秘書來，特別是最後一篇，每個人看見都會心痛得流眼淚，最令我感動的是，他自身都有病還去關心人，就是我女兒，她在香港做手術，我又不能回去，他都能看出我的心情，反過來給我安慰，為我女兒祈禱，作為一個這麼重病的人都能有這個心去關心別人，這就是神給他的力量，我是從心裡感激，多謝!  劉牧師其實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他不願早死是我後來看了他寫的床榻心語才知道為什麼，他怕早死，覺得自己為神做工時間太短，他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同 Bonnie 師母日子過得那麼短，沒有和她一起終老，最好的還沒有來到，不能在一起為神工作，但他堅持到最後，他知道就快回到神身邊了，還用神的話語“要剛強壯膽”教導我們。  他過世後，我看見他的遺容，給我一個見證，他臉上帶著微笑，開心，我就知道神帶走了他，他的心願就是要我信並接受神，因神賜我安慰同平安，蒙神祝福，向著標竿直跑，阿們! 
~ 潘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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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勝培牧師，他將自己獻上，交給天

父上帝，全心仰望父神的旨意，是我們學習

的榜樣。 

 記得我們第一次接觸劉牧師，那還是

在十年前， 那時我們全家剛從加拿大搬

來，通過當地的中文報紙，找到了離家最近

的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接電話的就是那時

還是傳道人的劉勝培傳道，當時他僅是機械

地回答了我們幾個問題，並沒有發覺他有什

麼特別之處。 

 在最初的兩年裡，我們和劉牧師也接

觸不多, 直至 2005年，我們從現居住在加

州的王惠玲姐妹和我們的鄰居口中得知這麼

一件事，改變了我們對他的最初印像。那年

感恩節，伍明回加拿大辦理美國的工作簽

證，不料在返程的途中，被邊境移民官刁

難，拒絕他進入美國。劉牧師聽到消息後，

火速趕往我家，想在第一時間安慰我和兩個

幼小的孩子。由於走得急，隨身既沒有帶我

家地址（那年我們搬到 West Palm)，也不

知如何走，便匆匆上路。惟一有的是我家的

電話號碼，可偏偏那一天，有太多的弟兄姐

妹來電安慰我，家中的電話始終佔線。無奈

之下，他來到 Wellington Green Mall的 

Food Court，那裡正好有一位中餐館的老板

是我們的鄰居（上面提到的那位），但他只

知我們家大致位置，卻不知道具體是哪一

間，於是他只好來到我們家附近轉悠，除了

撥電話，什麼也做不了，最終他還是沒有見

到我們，無可奈何地回家了。這件事他從來

沒在我們面前提過，也許他不願張揚，也許

他覺得小事一樁，他做為牧師，我們感受到

了他的辛勞，許多事並不為我們看到，他都

在默默地做。雖然我們與他平時接觸不多，

但當你遇到危機困難時，他成為你的安慰與

幫助。 

 劉牧師給我們印像最深的是，他是一

個努力的人，並全身心掛在教會服事上，對

神充滿感恩，對神的事工更是忠心耿耿。我

們可從他國語能力的提高上得到佐證，起初

他的國語很爛，我們剛到教會時，湘君（現

住加州）姐妹告訴我， 牧師有次去她家探

訪，據牧師自己說他至始至終都在講國語，

可楊凡與湘君卻一句也沒有聽懂。為了神國

的需要，懷著神所托付的大使命，向更多的

同胞傳福音，牧師努力學習國語，短短幾

年，他的國語突飛猛進，不僅能自如地與來

自大陸弟兄姐妹交流。短短的幾句話，我們

能體會到這背後的艱辛，大凡學過外語的人

都知道這其中的滋味，尤其是一位年過半百

的人，要達到這種程度，要比常人付出更大

的代價。隨著他國語水平的提高，神繼續為

他開路，讓他更有能力，也更有機會為神做

工。這之後他經常來我們星期三上午的國語

查經班，也使得我有機會與牧師同工，一同

參與探訪的工作，讓我感受到牧師一顆為神

工作火熱的心，並親眼目睹神的僕人如何在

神國工場做工。例如他總是有能力或機會在

寒暄之後，將主題拉回，從不放棄機會向人

傳福音。從他身上也更讓我看到神的同在，

在神凡是都能。 

 劉牧師追思禮拜的那天早上，烏雲密

布，天氣很糟，在去教會的路上（West  

Palm Beach），傾盆大雨，雨水整桶整桶倒

下，四周 5米之內什麼也看不清。我們坐在

車上暗暗思忖，也許今天神也很傷心， 並

擔心今天所有程序實施的艱難。其實我們這

些擔心是多餘的，當我們來到教會，驚訝地

看到了陽光，由於車停在對面的小學，離教

會尚有些距離，下車時我們很糾結，到底帶

傘還是不帶，憑著人的經驗最後還是帶吧。

當幾個小時的追思禮拜結束，步出教堂，路

永遠懷念劉勝培牧師 

徐少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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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很濕，顯然瓢潑大雨剛剛過去。是啊，“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馬太福

音 8:26a)。讓我們更不可思議的是，當我們數百人來到墓地，舉目觀看，四周黑壓壓一片

片烏雲，而我們頭上卻是驕陽四射，許多人原先所帶的雨傘，這時成了名副其實的陽傘。神

就是這樣的奇妙，這到底是誰，連風和雨也聽從他了。   

 十年來，我們與劉牧師一同見證神，他從一個還是十份英俊的小伙子，到生命最後階

段憔悴的笑容，我們看到他生命不斷地成長，也看到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更看到他為神

家把自己徹底擺上，他付出了很多，但所有這些換來的不是完全的掌聲與讚揚，我們知道他

不是完人，但我們知道他是在用整個身心在做神的工，這就足夠。劉勝培牧師安息主懷，息

了地上的勞苦。他可以這麼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

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 4:7-8) 

 劉勝培牧師你是我們心中的好牧者，我們永遠的牧師。 

            懷念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懷念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懷念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懷念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    
   Jenny & Ivan Huang 
 

      懷念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令我想起牧師多次的關懷探訪我們，

記憶深刻的一次是在 1996 年的一個中午，我正在餐館忙碌, 看見當時的

劉勝培傳道及劉廣華牧師與師母來到我的餐館，我很高興連忙招呼他們

坐，劉勝培牧師說；“ Jenny 我不預先告訴你就是不想妨礙你的工作，我

們是來探望和為你們禱告的。於是劉勝培牧師及劉廣華牧師、師母拉住我的

手一起禱告，結束禱告後就走了，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令我好感動，劉勝培牧 師

特意到 South Miami接劉廣華牧師、師母到 Pompano Beach，開這麼遠的路程來回接送，這需要多麼

大的愛心，在他們的身上，我感受到愛心與關懷，聖經說:“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

你” (約伯記 22:21) 。這麼多年來對於我們開餐館的人,可以每個主日都有機會來教會敬拜和學習神

的話語，這是多麼大的福氣，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知道這些都離不開牧師的禱告。 

    劉勝培牧師對我們夫婦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記得在我們結婚的時候，劉勝培牧師就代表我家

的長輩帶我步入教堂, 親手交給劉廣華牧師幫我們證婚，（Bonnie 師母告訴我,我是牧師唯一親手帶

入教堂行婚禮的) 。我這微不足道的人算什麼呢? 天父竟然賜給我們有兩位尊敬的牧師，在神的家

見證我們的婚禮，那一刻讓我終身難忘。 

    記得當初問我可否做翻譯的事工，我不敢接受多次婉拒，理由是我自己覺得靈命不夠擔心做得

不好，我更希望在飯食方面的事奉比較合適，但劉勝培牧師鼓勵我多看聖經，哥林多後書 3: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從神的話裡得著力量，感謝

牧師的教導讓我在學習中得到成長。 

    提摩太後書 4:7：“那美好的仗我己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己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己經守住

了。” 親愛的劉勝培牧師，在你身上見證了神所稱讚的“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馬太福音

25: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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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 
朱廣龍 

 再過幾個禮拜，就是感恩節，回憶一年來神的保守看顧，出入平安，家庭安穩，真是

感謝天父，祂的雨露滋潤，祂的感恩救贖，我也十分感激主內的很多弟兄姐妹對我和家人的

關懷，鼓勵扶持，特別是感謝服侍教會，全心擺上的同工和我們的牧者，編輯部本期決定出

版“珊瑚泉之光”特刊，主要是紀念已經安返天家的本教會主任牧師劉勝培，出版的時間正

逢感恩節，真是十分的貼切和逢時。我們不是對牧師作蓋棺定論或評價，而是感謝他過去的

勞苦，為弟兄姐妹的擺上，思念他過去在我們中間，給我們的牧養。 

 我認識劉勝培牧師，約在二十年前，我當時在母會的挪亞團契，有一個禮拜五的晚

上，團契請他來，給我們做他個人信主的見證，當時他剛信主不久，他原來是一個天主教

徒，當時他用英文講的，因我當時的英文不好，所以沒有完全聽懂他的講述，但是他臉上喜

樂的表情，內心感恩的流露，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1997 年，我全家從邁阿密搬到珊瑚

泉，一直到今天，我看到了他從一個平信徒到傳道，又從傳道到牧師再到主任牧師的整個委

身成長的過程，在教會的二期教育館還沒建造的時候，他的辦公室對著教會的正門口，星期

三晚上禱告會的時候，我常常早點去，我就坐在他的辦公室里面，常常和他聊聊天，我看到

他牆上貼滿教會的通訊錄，我問他為什麼貼在牆上，他說，他為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禱

告，我聽後很受感動，我們還一同探訪過不少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他傳福音的熱誠和對失

喪靈魂的負擔，真是讓我十分感動。我們退休的劉廣華牧師也常說，他是一個最好的個人佈

道家。特別是他的家人，在他的帶領下，大多數成了神的兒女，歸向基督，服侍教會，服侍

弟兄姊妹，他的弟弟利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也是一個很有慈憐心腸的牧師，常常關懷

弟兄姐妹的需要，提供輔導給處在困難當中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大

約有長達七，八年的時間，我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住了好幾次醫院，他好幾次來醫院看

我，陪我禱告唱詩，讓我的心得著極大的安慰和鼓勵。如果有人問我，在我的生命當中，至

今有多少很難忘記的恩人，我馬上就會說劉勝培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我的好朋友，也

是我的牧者，在這個感恩的季節裡，我不能忘

記他，劉廣華牧師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能

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現在雖然劉勝培牧師已

經不再在我們當中，但他依然在我的心裡，我

不會忘記他，總有一天，我也會返回天家，我

會在主的樂園裡去找尋我們的劉勝培牧師。 

 謝謝你勝培牧師，我們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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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和先生北歐旅程中途，突然得到

劉勝培牧師回了天家的消息，我和我先生都

倍感震驚和悲傷，大庭廣眾之下，也禁不住

淚流滿面。自從 2004 年劉牧師親自為我和

亦為受浸成為珊瑚泉教會的一員後，多年

來，我們只要不出遠門，每周日必回家聽劉

牧師的教導，劉牧師不僅僅是我們教會的牧

師，也是我們夫婦生活中的良師益友，他已

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我們的

靈命成長過程中，他更是我們的好牧人。他

不僅是我們屬靈的父親，也是亦為的網球伙

伴。我們常為能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有這樣

一位好牧者而感謝神，沒想到他竟然匆匆離

我們而去。 

 認識劉牧師是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當

時，經過來美十多年的個人奮鬥，好像成就

了美國夢，五子登科，（房子，車子，孩

子，夫子，票子），但同時，我好像又失去

了未來的方向，對人生和前途感到一片迷

茫。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感謝神，藉著我

女兒的朋友 — 小 Susie，我們同院的鄰居，

引領我們來到了珊瑚泉教會。記得第一天來

到教會，我們參加了英文堂的崇拜，在祟拜

結束前，當我們被介紹時，劉牧師很高興地

歡迎我們並詢問我們是否已信主，我們說了 

“還沒有”，劉牧師告訴我們：“你們當信

祂，因為唯有耶穌才是真神，惟有祂才能賜

人生命，賜人永生”。我當時雖然尊敬牧

師，因為牧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沒有

馬上相信他的話，也沒有感受到永生對我的

迫切需要。 

 盡管我沒有信神，但是我還是每個星

期天來參加崇拜，漸漸地，我喜歡聽牧師講

道，開始或多或少地享受神的話語的甘甜。

記得有一次，牧師講了一個便當的故事。一

個公司裡有三個同事常在一起吃中飯，他們

常常抱怨太太為他們準備的便當不合他們的

意，終於有一天，這三個人一起自殺了。在

他們的葬禮上，第一個太太很傷心，她說： 

“他不喜歡我的便當也不該去死，他只要告

訴我他喜歡什麼樣的，我是可以按他的要求

做的呀”；第二個太太也帶著悲傷說： 

“我一直以為這是他最喜歡的便當呀”；輪

到第三個太太，前面兩個太太都看著她，想

著這會是個什麼樣的情景，讓大家吃驚的

是，這個太太說：“我真的搞不懂他為什麼

要走絕路。他都不要我為他準備便當，他每

天帶的便當都是他自己做的呀”。一開始，

我也不能理解這第三個丈夫，要說前面兩對

夫婦可能彼此缺少溝通，或者是自以為是，

以為自己瞭解她的丈夫，但其實不然，但第

三個丈夫是自己無法忍受自己所做的。這是

怎麼回事呀？可是，再仔細一想，我們不都

是這第三個自殺的丈夫嗎？我們不是常常不

滿意或者厭惡我們自己的選擇嗎？或者是受

世界的迷惑而不能做出令人令己滿意的決

擇。特別是當我們沒有神，沒有從神而來的

智慧時，我們又怎能做出正確的決擇呢？這

一天是我感到最有領受的一天之一，讓我開

始從自己身上來查找我的困境的起源。漸漸

地，我們和牧師、和神的關係更親近了。 

 亦為和我都是很有個性的，我們在許

多事上常常有各自的主見，感謝神，將祂自

己賜予我們，讓我們可以從祂這裡來領受真

理，讓我們在祂的真理，在祂的話語中尋求

合一。當聖經也不能使我們合一時，我們就

常常去求救於劉牧師，他總是及時安排時間

和我們會談，幫助我們按神的真意來理解他

懷念劉勝培牧師 
甘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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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並教導我們何為神的愛。有時，他

還會被誤解。 

 當我們需要見劉牧師時，一般都是我

和亦為一起去見劉牧師的，但有一次，我是

一個人去找劉牧師倒苦水的，當我將一切的

委屈都說出來後，我實指望劉牧師能寬慰我

幾句，或能直接了當地告訴我解決我所面臨

的困境的方式方法，可是，劉牧師耐心地聽

完了我的訴說後，卻只為我禱告，願神多多

地賜我愛並讓我要多多地施出愛，要多多地

愛弟兄。我當時好失望，好灰心，還甚至感

到牧師是個男人，男人和男人是彼此相護庇

的。甚至感嘆他好像也沒有我期盼的靈丹妙

藥來救治我。很奇妙的是，在接下來的禮拜

天證道中，牧師恰巧講到耶穌基督的愛。從

這篇證道中讓我學會了什麼是愛，恩典和效

法耶穌基督的意義。耶穌愛我，並不是因為

我可愛，祂在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先愛了

我，祂用祂自己的寶血來洗盡我的罪，用祂

自己的身體為我做了挽回祭，我們能得到祂

的愛是一種恩賜，恩典，是白白給予的。當

我們基督徒高舉耶穌，讓祂做王做主時，我

們就要效仿祂的愛，要像祂一樣，將一種捨

己的愛白白地施予他人，施予我們周邊的親

人。學習耶穌的愛也讓我更清楚地知道，家

庭不是講理的地方，而是彰顯愛的地方，惟

有愛才能遮掩人的罪，惟有愛才能建立家庭

的和諧，幸福和快樂，在愛中，我們才可以

有平安。而這愛的源泉就是耶穌祂自己。感

謝劉牧師教導我主耶穌的愛，讓我祂在的愛

中釋放自己，在祂的愛中得享生命的自由和

豐盛！劉牧師也身體力行地為我們做出了愛

的榜樣。 

 四年前，當我身上的頑疾經過各種保

守治療後仍無效，醫生認為只能做手術時，

我感到很慌張，在去醫院做手術的路上，我

們打電話告訴牧師我們的情況，他就馬上在

電話裡為我禱告，讓我相信慈愛萬能的父神

必看顧保守我的一切。手術後的第二天正好

是星期五，我知道牧師在周五晚上要帶查

經，就告訴他我感覺挺好的，他就不用再費

心來探望了，可牧師在百忙中還是在周五下

午來醫院探望我，並為我做了按手禱告，讓

我全心仰望神，信靠神並經歷神。劉牧師和

我無親無故，他卻在我最需要的時刻給了我

安慰，鼓勵和平安，他用自己的行為舉止彰

顯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愛，使我深深地領受到

神愛的長闊高深並願意像牧師一樣地去傳揚

神的愛。 

 牧師和師母還常常開放他們的家庭，

團契的弟兄姐妹們在他家裡就像在自己家裡

一樣，隨意享受師母為我們準備的美味家

肴。亦為和我曾參加了一次情人節特別晚

餐，精美雅致的裝飾，美味可口的晚餐，弟

兄姐妹之間的相親相愛，讓我們渡過了一個

難忘，浪漫又迷人的夜晚，讓我們感受到在

神家中的溫馨。 

 曾幾何時，主耶穌基督的愛在我的生

命中焚燒，我渴慕祂的話語如鹿渴慕溪水，

每天花時間閱讀、思想，我也是一個愛刨根

問底鑽牛角尖的人，有一點疑惑就想馬上搞

清楚，為此，我也不管牧師有沒有空，一有

問題就打電話給牧師，他總是有問必答，從

不推諉，而且鼓勵我多讀經，多參加團契活

動並要立志事奉神。 

 劉牧師真是我們的好牧人。在過去的

十多年中，他親自藉著每周的證道來教導我

們真理，更新我們的生命，使我們不斷地心

意更新而變化，他也教誨我們主耶穌的愛，

讓我們學習主耶穌的愛，效仿祂，認識祂並

傳揚祂，讓我們的生命在祂的愛中得以成

長，得以豐盛。即使他在病中，他仍然關注

著他的羊群。為我們寫下了床榻心語來激勵

我們的信心，也為我們做了美好的見證，他

為神做工直到最後的時刻。今天，當我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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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他最後一篇床榻心語中的話語：“親愛的，這也許是我最後的一篇文章；要剛強壯膽，愛

神並完全跟隨祂”，我們可以感受到劉牧師對這個教會和對弟兄姐妹的愛是何等的深，他已

知道他在世的日子不多，可他仍沒有想著自己的事，卻只想著弟兄姐妹的未來。去年母親

節，我有幸和牧師、師母共進晚餐，他也沒有關注自己的病情，倒是非常關心我在拘留所的

事工細則。本來以為會有機會和劉牧師同工，一起去做拘留所的事工，不料因著牧師的疾

病，這一願望成為永遠的遺憾。但願神加倍地施恩給我們，讓我們都能遵循劉牧師的教導，

繼續他未盡的事奉，剛強壯膽，跟隨神，愛神並傳揚神，讓更多的世人都能夠得著主耶穌這

個靈丹妙藥，使人們都在祂裡面得著新生命，得享平安和喜樂！ 

 敬愛的劉牧師，那美好的仗，您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您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您已

經守住了，願您像主耶穌基督一樣，在父神的寶座裡得著榮耀冠冕，得享永遠的安息！ 

 謝謝錦根弟兄告訴我劉牧師回天家的消

息，前幾天收到您上一封關於劉牧師在病榻中分

享主的話語時，我心裡其實很擔心與不安的，希

望是我弄錯了，希望主不要這麼快還沒來得及讓

我跟劉牧師重逢就接他回天家。  

 此刻，雖然我的淚水還是一個勁兒地在眼

睛裡打轉並最終奪眶而出，因為我沒有想到兩年

前跟我交通過，看著精神矍鑠、神采奕奕的劉牧

師這麼快就被主接去了，我還想著有一天去美國

看望劉牧師跟他分享主的話語與數不盡的恩典，

跟他一起敬拜讚美我們的神。還記得他跟我說，

如果到美國可以找他和他的教會，還記得他托您

給我他的聯系方式，還憧憬著在美國他會依然神

采奕奕地給我介紹美國的風土人情，如今，這些

美好的期待，在地上不能實現了，但是得知他這

樣平安喜樂地被主接去，想到我和劉牧師最終在

主的結局中（如果經過主的大審判，我有資格進

入天國）還是會在天上那更美的家鄉和永恒的生

命中相見，一起敬拜讚美神，在天家聽劉牧師跟

我分享天國的美好，我就覺得是有盼望的（雖然

不知道我要為此在地上等上多少年），“信就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

書 11:1)  

 我會在地上,地理上遙遠的中國為劉牧師

禱告，求神祝福劉牧師在天國更加平安喜樂，求

我們在天上的父和劉牧師一起,保守我們這班還

在地上的神的眾兒女,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向著

標杆直跑！ 

 原來我想我是為了想努力去美國讀書而到

美國見劉牧師，現在我想我會更努力為進天國的

窄門而期待著與劉牧師在天國重逢的那一天！願

神保守帶領，願神賜福給 Bonnie師母，求神祝

福師母在地的日子依舊平安喜樂，直到天國與劉

牧師再歡聚，也願劉牧師在天上監督我，幫助我

加快步伐，奔跑在通往天國與主相見與劉牧師相

見的路上！ 

 在主內，在主的愛中，眾弟兄姊妹互為肢

體，從未分離！ 

  還是想念與不捨劉牧師！我要禱告了！ 

  感謝主，一切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 

劉琳姊妹  (這是劉牧師 2010年 8月在上海 302教會較多接觸的一位名劉琳的年輕姐妹。)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302 福音堂福音堂福音堂福音堂    
劉琳劉琳劉琳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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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為搬到了外州，又沒能夠參加追思禮拜吧，很難相信，敬愛的 Linus 牧師已經回到天父的懷中了，甚至有好幾次，兒子在睡前禱告時仍習慣地提到牧師；但也很可愛，他也同時為
Bonnie 師母禱告著。  2006 年第一次到珊瑚泉參加主日敬拜，
Linus 牧師的證道一下把我吸引住，教我懂得原來基督教是普及萬民的福音，神的話語是生活的指導而不是空洞的信條教義。牧師很親切，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主日崇拜結束後在當時叫臥虎藏龍的自助餐館吃飯，牧師不停的從座位上起來招呼每一位進來就餐的弟兄姊妹或慕道朋友，我和先生
John 開玩笑說，這餐館好像是劉牧師自己家開的。  與牧師接觸較多的是在西棕櫚灘的團契。以前是周三晚上在 Bill Wong弟兄家聚會，後來團契漸漸成長，最終在 Village Bap�st Church of West 

Palm Beach固定下來，並開始了主日敬拜。不管地點在哪裡，每次牧師都是風雨無阻、風塵僕僕地趕到，還常常順路載一些教會的弟兄姊妹同來，當然少不了的還有親愛的 Bonnie 師母的滋補甜品。接下來的吃飯時間又是牧師與每位慕道朋友，還有因路遠而不常去珊瑚泉的弟兄姊妹們的關懷問候機會。牧師還是個萬能替補，有時他會客串翻譯，還有一次Miss Cathy 不能前來看顧孩童，結果聚會結束後，我們才發現親愛的牧師在帶孩子，孩子們和他玩得好開心！好珍貴的時光！寫到這段，我問Ma2hew 還記不記得，他說：“Yes, Pastor Linus is the best subs�tute teach-

er!” （劉牧師是最好的代課老師！）  因為牽掛一些因離教會很遠的講國語的家庭，牧師專門幾次到棕櫚灘探訪他們，並開始為如何更好供應他們的屬靈需求開始禱告。還記得

一位從國內來棕櫚灘探親的患重病女士，為將福音傳給她，牧師每次都開近一個小時車（單程）去她家和醫院探望，為她禱告、傳福音。還記得最後她的孩子請牧師主持追思儀式，牧師在百忙中飛車趕到，匆匆調整好領帶，連喘口大氣的時間都沒有，就開始主持儀式了。然後，當然就是為她從廣州趕來的親人們傳 福音了。  我是個很粗的人，年紀不小卻很不懂事。以前我只是粗淺地認識到牧師很有證道恩賜，他很關心人，對傳福音很有負擔，覺得牧師的職分就當如此，就應該能夠承擔這許多的重任。直到現在自己常常覺得精力體力不足時，才發現這“理當如此”後面，Linus 牧師所付出的巨大精力體力和時間，還有這付出的動力是來源於對神的愛、對人的愛和對拯救那些未認識福音的靈魂的迫切感。即使我們搬到了外州，牧師還把三元福音的資料發給我，他是在切切提醒我不要忘了傳福音。  牧師生病後，仍然不放棄任何機會牧養我們。牧師生前的証道曾說，一個人如果擺脫了金錢的捆綁，就是擺脫了生命中很大一部分的捆綁，但如今，他自己更見證了一個人擺脫了死亡的捆綁。一個神所揀選預備給我們的忠心僕人，他能夠勝過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肉體折磨和魔鬼的試探，他坦然面對死亡隨時臨近時的平安，為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信心的課，讓我體會了什麼是主裡的信心，什麼是與神關係的親密，什麼是患難也奪不走的平安。  我們都對牧師在疾病中受的苦而心疼難過，而神卻將牧師在病中的操練經歷化成為對我們的祝福。他的信心和對主對人的大愛都藉著他的病榻見證向我們表露無遺，我們查城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讀到這一篇篇用眼睛眨出來的生命

生命中那片寶貴的雲彩  

- 紀念敬愛的 Linus 牧師 
郭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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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培牧師紀念特刊 In Memory of Pastor Linus Lau  見證後都震撼、動容。一位弟兄在證道中，就是引用了 Linus  牧師在病痛折磨中顯露出來的大信心，為當天的信息做了最佳的佐證和回應。一位姊妹流著淚說，原來真有信心如約伯的人! 大家都開始為牧師和師母禱告，並時時追問牧師的最新近況，同時將牧師的見證發給親友們。知道天父將牧師帶回天家後，大家都因不捨而難過落淚，為親愛的 Bonnie 師母的生活調整適應而禱告。我也分享給 BSF 的姊妹們，她們都覺得，與
Linus 牧師相比，自己所經歷的磨難，又算什麼呢？  神對我真是很恩慈，我們家在今年的
Memorial Day 長周末（退修會後）得以拜訪了劉勝培牧師和 Bonnie 師母。我也親眼看著他費力的用眨眼睛的方法來敲打屏幕鍵盤和我們溝通，因為雙眼與電腦的聚焦位置不容易調整，所以電腦常感應錯誤，他就要將錯字的字母一個一個的眨眼去刪除。最後就打出了“歡迎你們來看我，對不起，機器沒調整好。” 對於我們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他卻要用盡全部的力量，花很長時間去做。  當我向他轉達了查城教會對他的問候和代禱，以及他在病榻上的見証分享對我們的幫助後，牧師的眼淚奪眶而出，喉嚨也極力想發出一些聲音。  “...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 14:13b)藉著病中的每周見證，神使 Linus 牧師不僅僅在牧養珊瑚泉華人浸信會及其分堂，也分擔了查城華人教會的牧養工作，更感動許多人轉發給親友們分享，使更多的人群得益，在許多還未信主的人的心中撒下了種子，澆了滿滿的一瓢水。我的弟媳從中國來小住，看了牧師的見證冊子，她還沒信主，但也深深感受到牧師的信心真是大得不得了。求神帶領，願這信心的種子也在弟媳心中被播下成長，也希望 Linus牧師這不尋常的生命見證能出書成冊，讓更多人得益處！  我回看和牧師的一些 Email，對我提出的問題，牧師總是盡快回答，還總為回得不及時而抱歉；在我母親一度病危時，牧師的 Email支持我，為我和媽媽禱告；當我反應在棕櫚灘一些慕道朋

友的難題時，牧師是那麼關切，同時又不忘常常地勉勵我這剛開始參與事奉的屬靈小孩。這裡與大家分享牧師的一封電郵： 
 

Dear Estelle: 

 I never took the !me to thank you for 

being my interpreter. I know it’s not easy 

working with me. If I was rude at !mes, 

please forgive me. When I am preaching, I 

tend to forget myself and everyone else. 

Thank you for your gentleness and wonder-

ful heart of service. God bless.  

 Soli Deo Gloria, 

 Pastor Linus 

  其實，為牧師翻譯是很有福氣的。專心聽道的同時，我從牧師的用詞、語調、表情，以及從心裡發出的每一聲嘆息，感受到他對教會和每一個人的父親般的愛心，感受到一個神的僕人的衷腸。這幫助我加深對信息的理解，我的傳譯效果也常常被他的情緒感染帶動。然而親愛的牧師卻這麼謙卑，還生怕不小心冒犯了我。不過，有時牧師也很有童心。有次在佈道會為文采橫溢的黃小石長老翻譯時，從沒學過《詩經》的我哪裡跟得上他拋出的一長串“書包”，只好站在台上沉默。後來 Linus 牧師安慰我說：“剛才真同情你，這個位置不好站。”可還沒等我感動過來，牧師又得意地加了一句：“是不是替我翻譯容易多啦？哈哈！”  我是在不久前才瞭解到牧師生前所經歷的事奉上的紛爭，才更多地瞭解到牧師的寬容忍耐的愛心，就像基督對我們那深不可測的愛。相比之下，對自己在查城事奉時發生的一些血氣行為，我只有羞愧地向神懺悔！天父，感謝你，即使 Linus 牧師已經回了天家，你仍使用他讓我上了一堂愛心的課，這愛心就是不求自己的益處，但求神的名無損！請饒恕我，只著眼於自己所判斷的是非曲直和自己的感受，卻忘了你是怎麼愛我寬容我的，也忘了在當中學習操練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心，去操練那不自誇不張狂、不求自己益處的愛心，父啊，求祢帶領我，專注於祢，學習怎樣去回應祢對我那長闊高深的愛！也感謝祢，讓 Linus 牧師用他的生命向我示範如何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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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性、盡意地愛神和愛人如己！  因為天氣不好，航班取消，我們只好在家裡看 Linus 牧師的追思禮拜。我和兒子都流著淚，我抱著
Ma2hew，告訴他，我們是多麼蒙福，生命中遇到了這麼好的一位牧師，我提醒Ma2hew，也是提醒自己，在今後遇到阻礙、難題時，記住 Linus 牧師，記住他的教導和活出的好行為。因為，他是神在我們生命中預備的一個活出了聖經教導的活生生的見證。感謝天父，藉著 Linus 牧師的生命見證，幫助我更加確信擺在前面的路，更加確信神的不變的應許，幫助我學習在困境中仍有平安，也更儆醒自己，像牧師那樣，不僅在教會，也要在家人前活出愛心的好見證。  求神也保守親愛的 Bonnie 師母，帶領她慢慢適應這個生活中的巨大的轉變。  懷念敬愛的 Linus 牧師，想念親愛的 Bonnie 師母！ 
 感謝神！遠遠的話，她很實在說出了我們

共同的想法，這樣一位為神放棄地上一切榮華富

貴，全然的擺上，在台上講的與在台下生活是連

接在一起的，他實在是活出生命的真實見證！ 

 按我們人的想法，多麼希望神用大能的膀

臂，奇跡般的醫治並繼續使用劉牧師呀！但正如

遠遠所說，當然，我也知道神的價值觀和我們的

就是不一樣。我們希望活的久一點，也希望別人

活的久一點，但是神看來，是帶他回天家，從此

再也沒有眼淚，沒有痛苦，多好啊！這是肺腑的

話啊！ 

    有一點，我們也都清楚，神沒有錯！祂的旨

意是人無法越過，除了順服仍是順服！堅信，神

的意念總是高過我們人的意念啊！遠遠說的沒

錯，我們都會想念親愛的劉牧師，但是最最難過

的就是師母啊！ 

    而我們人安慰的話再怎樣說，都無濟於事，

反而會讓師母更傷心，難受，唯有用眾肢體的禱

告托住師母，求神多多的撫慰她及家裡的其他親

人傷痛的心，（雖說我們都知道不久在天家會再

相會的，但畢竟需忍受這暫時別離的痛苦）。 

 能體會出，這段時間也是師母最難熬的日

子，聖經弗 5： 23 說：“因為丈夫是妻子的

頭…”，劉牧師不僅是師母家裡的頭，也是教會

的帶領牧者，盡管劉牧師患病有段時間，大家心

裡也有所準備，但真當事情發生時，要真實的面

對與接受，實在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考驗）

啊！ 

 相信美國那邊教會一定有一批願意陪伴著

師母，陪著她一起流淚，陪伴她走過最艱難的這

段路程！ 

  而我們這邊的，也惟有多用些禱告來托住

師母。堅信禱告能做的事，我們的手不能做啊！ 

 神必陪著師母。我們所經受的，與未經受

過的，我們的主耶穌經歷過，祂必體恤我們的軟

弱、悲傷、痛苦！主耶穌必陪著師母： 

 賽 63 ： 9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祂也

同受苦難，並且祂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祂以慈

愛和怜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

懷搋他們。” 阿們！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302 福音堂福音堂福音堂福音堂    
Xuai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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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晚上八點半回到家裡，看到鄭敏

舜執事給全體弟兄姐妹的信，我和燕玉頓時眼

睛濕潤了，互相對視，說不出話來。雖然心裡

早有預備，但當事實真的到來，感情上還是很

難接受。我當即把信轉給 302 幾位一直在為劉

牧師禱告的同工，其中一位名張玉蓮的姐妹，

幾天前還就為牧師禱告的事寫了一封情真意切

的信，我請少靖轉給師母。 

 幾年前，我曾用本文的這個題目寫過思

念劉吳愛蓮師母的文章，現在用來追思親愛的

劉勝培牧師，這仍是最合適的題目。不是嗎？

有的人活著，卻像死了一樣，不僅不能給他人

帶來祝福，還常常成為別人的難處，因為他們

是為自己而活的；而我們的劉牧師卻恰恰相

反，他的一生是為主活的，特別是他生命的最

後那十幾年，他在教會內外，忠心、盡心事奉

神，牧養弟兄姐妹，拼命傳福音，就像蠟燭那

樣，不僅是點燃自己，而且是燃盡自己，照亮

別人。我在 2001 年擔任馬太團契負責弟兄，到

2003 年 3 月被按立為執事，到 2006 年回國建

立 302 福音堂，一直到今天牧師被主接回天

家，和他同工十多年，耳濡目染他愛主，愛教

會，愛弟兄姐妹，愛失喪的靈魂，許許多多的

往事像一幕幕電視劇那樣呈現在我眼前，以至

於夜不能寐。他的離去，就像創世記裡的亞伯

那樣 “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舊說

話。”(希伯來書 11:4） 

 珊瑚泉教會的拘留所福音事工，是劉牧

師一手開創的。記得那還是 2002 年的夏天，他

對我說，這裡的拘留所關押著不少大陸同胞，

因各種原因偷渡來美，現在失去自由，心裡焦

慮，沒有盼望，這正是我們傳福音最好的禾

場。他希望找幾位講國語的弟兄姐妹一起去。

就這樣，這項極有意義的福音事工開始了。月

蘭和月華倆姐妹也積極加入，做那裡一些女青

年的英文老師。幾乎每個禮拜四的下午，牧師

都帶我們去，為他們放福音的錄像，分享福音

的信息，竭力所能及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

難。逢年過節，牧師還讓師母和弟兄姐妹燒了

許多的中國菜，和他們一起過中國的傳統節

日。多少失喪的靈魂從牧師口中知道了耶穌，

多少人舉手決志信主，多少人信主後他們的生

命有了改變，甚至被遣送回國後，成為福音的

使者，十多年來，到底有多少人信了主，這些

具體的數字好像還沒有統計過，但我相信當牧

師榮歸天家時，我們的天父一定告訴了他。在

這過程中劉牧師不斷幫助我建立國度的眼光和

胸懷，因為向這些人傳福音，他們決志後或回

到中國，或去紐約等地，並沒有一個來我們教

會的，但神的國度卻確確實實增加了許多人。

如今，甘惠琳姐妹和徐老伯伯等一直堅持著，

為神的國度搶救靈魂。 

 多少次，我陪同牧師去探望教會裡一些

來自大陸的弟兄姐妹，我從他那裡學到了怎樣

關懷，怎樣在閒談中恰到好處地進入到屬靈的

教導和勉勵，給被探望者帶去信心、愛心和盼

望。如果說我現在能在國內牧養關懷弟兄姐

妹，一些最基本也是最實用的方法，就是那段

在主裡的勞苦絕不是徒然的。神必記念！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他雖然死了，卻因著信，仍在說話 

- 追思親愛的劉勝培牧師 
                許錦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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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由劉牧師手把手地教會我的。在陪他去弟

兄姐妹家的路上，有一件事給我印象極深：他

常常在疾駛的路上會接到一些弟兄姐妹的電

話，他們或去看病，或為生計與政府部門打交

道，在語言上有困難，要牧師當翻譯，劉牧師

總是要我把他們的時間記錄下來，等他下車時

給他，從來沒有聽到他拒絕的回答。我心疼他

說: “牧師，你太忙了，怎麼這些事也要找

你？” 他笑著說: “你以為做牧師，就光在講台

講道？我的責任是把每一個弟兄姐妹帶到神的

面前，讓他們直接和神建立關係，大量的時間

就要花在和他們接觸，當然包括幫助他們解決

生活和看醫生，以及翻譯這類看上去不起眼的

事上。” 我知道牧師在出來全職服事前是一家

證券公司的經記，上班就是看看股票，晚上再

分析一下行情，收入很高，而現在在教會服

事，是沒有下班時間的。有時已是深夜了，弟

兄姐妹家裡發生問題，他都要從床上起來趕去

幫助，為他們禱告。當我談及這些時，他很動

情地說: “今天的事工不能和以前的工作相比，

那是和永恒相連的，被主記念，就是再辛苦，

也值！”還有一次也是在探訪路上，他接到一

女留學生從肺結核病醫院的隔離病房打來電

話，她從內蒙來，因患病不能打工，沒有交學

費快半年了，如再不及時繳納，學生簽證要過

期了，她從別人那裡找到牧師電話，請牧師給

予幫助。牧師馬上和我趕到醫院，我們換上隔

離服，向那位女學生傳福音，為她禱告，牧師

還答應借給她學費。後來我問起那留學生是否

還了學費？牧師笑笑說: “沒有，就當借給神

的。” 

 我回國內建立 302 福音堂，牧師給了我

很多的指導和幫助，除了長時間的電話交通，

他還經常給我寫信。我知道寫中文信對他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卻常常寫來，讓我可以貼

在牆上，給其他肢體屬靈上的幫助。最不能讓

我忘懷的，是他先後在 2005 年 10 月和 2010 年

8 月，長途跋涉來上海我們的教會，看望弟兄姐

妹，分享信息和為新決志，上過真理造就班的

弟兄姐妹施浸。牧師很有親和力，他才來幾

天，就叫得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他們親切交

談，互留電郵和聯系電話。今天晚上我們的禱

告會上，許多弟兄姐妹是含著熱淚為師母禱

告，他們對牧師的離去依依不捨。兩位姐妹還

分別寫了兩封感情真摯、催人淚下的信，要我

轉給師母。現在想來，2010 年 8 月他最後一次

來國內，實際上已是頑疾在身，上飛機前，燕

玉為他唱《我今天為你祝福》，唱到 “你出你

入，耶和華必一路保護”的時候，他已是淚流

滿面，燕玉也唱不下去了。不知道他那時候是

否意識到可能沒有多少機會服事了？在浦東機

場分手時，我們緊緊擁抱，久久沒有分開，兩

人都說不出話來。 

 還記得 2000 年 10 月，劉廣華牧師在按

立劉勝培為珊瑚泉福音堂傳道人時，勉勵他做

神的 “忠心又良善” 的僕人。十多年來，我遇

到過的神的僕人中，劉勝培是用他的生命活出

聖經中這個教導的。他的性格是一種美，他的

人品與智慧實在是充滿了魅力。他的去世令我

十分悲痛，但是一旦回憶起他的音容笑貌談吐

見識，我和燕玉倆常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牧師走了，他身上洋溢著的基督的馨香

之氣，透過時空的限制，在珊瑚泉的眾弟兄姐

妹中，也在我們的 302 教會散發著。他 1995 年

蒙召以後那些年間忠心服事神的美好見證，激

勵著我們所有認識和熟悉他的人憑信往前，等

那榮耀的一天，我們在主面前再相會！ 

 我們禱告：親愛的天父，為著劉勝培

牧師的一生我們感謝祢！祢是好牧人，祢領

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如今安息在祢懷中，

脫離了病痛，歇下了勞苦，留下美好的榜

樣，並且有榮耀的盼望。劉勝培牧師從得

救，特別是蒙召以後，在珊瑚泉華人浸信教

會，也包括在他親自指導建立的上海 302 教

會，默默服事，忠心盡心，他辛苦工作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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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效已經顯在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也顯在上海 302 教會許多弟兄姐妹的身上。他在

生命中所顯出的忍耐溫柔，從不抱怨，從不宣揚自己的美好見證，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

心中。但願主聖靈裡的安慰、平安與同在，大大臨到劉師母和家人的身上，也臨到教會

所有敬重和愛戴劉牧師的弟兄姐妹身上，成為他們向前的力量。劉牧師的美好性情也成

為每一位親友和弟兄姐妹的榜樣。 

 親愛的主，我們在回顧劉牧師一生走過的道路時，心中充滿了感恩。祢讓我們短暫

的人生和祢的永恒發生關係，使我們的人生有了永恒的價值。我們都要萬分珍惜祢給我

們存留的今天，好好愛祢，愛教會，愛家人，愛弟兄姐妹，使我們的一生能像劉牧師那

樣在祢面前有價值，當我們見祢面的時候，留下美好的見證，被祢數算，被人懷念。 

 親愛的主耶穌啊！只有祢的兒女才能一邊流淚一邊歌唱，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救贖

主永遠活著，將來還要接我們到榮耀裡去！主，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奉祢的名，阿

們！ 

2013 年 6 月 5 日於上海 

下面的短信是我女兒 Liz 寫的。 

 

爸爸： 

 你回憶牧師的文章寫得很好，我看了也哭了。 

 牧師在我青少年的時期給我的牧養不少，而且因為他是我少年時代夢寐以求的斯坦福大學

畢業的人，我自然對他比較尊敬，他的道也比較肯聽。聽到他過世，想起過去的種種，我也很難

過，因為我心裡一直希望神可以奇蹟般的醫治他。當然，我也知道神的價值觀和我們的就是不一

樣。我們希望活的久一點，也希望別人活的久一點，但是神看來，是帶他回天家，從此再也沒有

眼淚，沒有痛苦，多好。只是我們這些還在這裡的人，會想他。不過，我們也知道這分別只是暫

時的。在永恒看來，人的一生只是一陣風一樣短暫。不過師母一定是最難過的，我只能禱告求神

親自安慰她。 

  許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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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302 福音堂 

Elaine 玉蓮  
 

 (許錦根執事註: 這是牧師過世前幾天，

我就牧師在病危時寫的文章和 302教會負責同

工玉蓮姐妹的通信。) 

 許伯伯，仍然記得劉牧師 2010 年 8

月來 302給我們傳授“三元福音”傳福音的

方法。那個時候他是如此的精神飽滿，轉眼

三年不到身體已經如此衰弱，雖然知道劉牧

師離世去主那裡也是好得無比，但是做為自

然人，還是非常傷感。還記得剛得知劉牧師

得了這樣的病之後，曉駿和我一起為他禱告

（曉駿受劉牧師影響也非常深刻，是劉牧師

給曉駿施浸的），見到劉牧師後來美好的見

證，心裡實在從主得安慰，雖然神加病痛在

劉牧師身上，卻也給了他夠用的恩典和裡面

的能力。我們為師母禱告，願主親自安慰師

母、托住師母，也為珊瑚泉教會禱告，劉牧

師為著主的緣故，幾乎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

這個教會，但是之前從許伯伯那裡得知教會

的禱告會卻只有寥寥幾人，心裡實在很難

過，不知現在是否有所改善。為珊瑚泉教會

禱告，心裡充滿了感恩，若不是許伯伯在珊

瑚泉的牧養、成長、服事，或許就不會有今

天的 302，神紀念祂忠心的僕人，也必復興

屬祂的教會，願珊瑚泉教會在主帶領下恢復

教會的見證、帶領神兒女進入基督的豐盛

中。 

“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

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

尋得居所。”（詩篇 132:3-5）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愛你的人必然興旺。”（詩篇 122:6） 

“在猶大，神為人所認識，在以色列，祂的

名為大；在耶路撒冷有祂的帳幕，在錫安有

祂的居所。”（詩篇 76:1-2） 

(許錦根執事回信) 

 看你的信想哭。 

 我會把信轉給師母。她會念給牧師聽。牧師的頭腦非常清楚，這對一般人來說好像很殘酷，但神

有他的美意，讓牧師在見主面前多一些美好的見證，再用這種特殊的方式牧養我們。上次他的三篇文

章，于弟兄看了很感動，2004年 11月，牧師在一點不了解于弟兄的情況下，同意我提出的請于弟兄來

我們珊瑚泉做培靈會講員，就在那次，我比較全面地認識了于弟兄夫婦，最後決定離開美國到國內建立

教會。 

 劉牧師確實也不容易，在珊瑚泉浸信教會，他和我個人感情最好，對他支持度最大，在屬靈生命

成長和牧養教會方面，我就是他手把手帶大的。但當我決定離開美國到國內建立教會時，他先是不捨

得，後就堅決支持，因為他覺得神既然差遣我回來，他就絕不阻礙神的旨意。他在 2005年 10月親自到

上海，參加我們的聚會和主日敬拜，發現我們雖然稚嫩，但還是走在正路上，因此在 2006年 6月 11日

我們正式離開前最後一個主日，講了“我可以差遣誰去呢？”的信息，並有全體執事為我按手禱告。

2010年 8月，他的身體實際上已經很衰弱，還是長途跋涉一個人來我們這裡講“三元福音”傳福音的

方法。那次他來，就是待在住地和 302，那時候正是上海世博會期間，我也給他準備了票子和車子，他

卻拒絕去，卻抽出兩天時間去廣州一個聚會點佈道。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希伯來書 

12:1, 2）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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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行感恩報告 
劉勝培牧師 

2010 年 10 月 

 從中國旅行回來以後，我深深的被至高無上神的主權所驚奇，以下是對我們的救主感恩以及敬拜的事項: 
1. 我們珊瑚泉福音堂會眾所表現的屬靈成熟：你們忠心、充滿智慧，不但以時時禱告支持我的事工，並且同心事奉主。 
2. 旅途中神的保守以及預備：我的行李沒有被搜查過一次，我沒有生病，在上海以及廣州接待家庭為我準備了食宿，他們甚至安排一些非常好的群眾們來參加訓練及福音聚會，我在對神、對我的信仰以及事工上獲益良多。 
3. 中國對福音的開放：跟以前比起來，當地的人們對聆聽福音較能接受，我更能夠與年輕一代分享，在酒店裡、在上海到廣州的飛機上，在任何神供應給我的機會裡，與五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4. 中國政府每年印刷五百萬本聖經:這個無神論以及反基督徒的政府居然大量印刷聖經，使人人都能負擔並且容易取得，讓我非常驚訝，此本聖經非常完整，印刷精美，只要人民幣十元(美金

1.5 元) 。 
5. 生命泉教會的屬靈長進：他們是一個非常親近神的教會，每週四次聚會，包括查經、禱告會以及主日崇拜，他們的主日崇拜現在已經分為上午與下午兩次，許多弟兄姊妹單向通車超過一小時來聚會，他們互相關懷、鼓勵、愛護，許多人每年讀遍聖經三次，不只為了求知識，更為了尋求神的旨意，中國城市裡的干擾以及誘惑跟美國一樣都是無所不在的，但那裡的弟兄姊妹很認真的活出真實的基督徒生活，他們對於能夠受到三福訓練非常興奮，雖然沒有整套教材，但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對個人傳福音十分熟練。 
6. 回到廣州的弟兄姊妹對福音的飢渴：經由他們的新信仰，他們成為主火熱的證人，他們與朋友、家人、身邊任何人分享福音，他們極力邀請人們參加我們的聚會，希望這些人能有機會聽到福音。 

Thanksgiving Report 
Pastor Linus Lau 

October, 2010 

 
Upon my return from the trip to China, I can’t help but 
be amazed by the sovereign power of our Most High 

God. I give thanks and praise to our Savior and Lord, for 
the following: 

 

1. The display of spiritual maturity of our Coral Springs 

congrega!on: You were faithful and wise, not only 

suppor�ng my mission with many prayers, but also 

being united as one heart in serving the Lord. 
2. God’s protec!on and provision throughout the trip: 

My luggage was never searched. I did not get sick. 
My host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made all the 
arrangements for my sojourn. And they scheduled 
all the mee�ngs, with good audiences for both the 

training and evangelical sessions. I learned many 

lessons about God, my faith, and ministry. 
3. The opening-up of China to the gospel: People are 

generally more recep�ve to hearing the gospel. I 

was even able to share my faith openly with young 

people at the hotel, on the flight from Shanghai to 
Guangzhou, and whatever opportuni�es that God 

provided for me. This is a huge change from five 
years ago. 

4. The annual prin!ng of 5 million copies of the Bibl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is amazing to me that 
an atheis�c and an�-Chris�an government would 

make the Bible so affordable and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It is a complete Bible of good quality 
print, sold to the public for $10 RMB (US$1.50).  

5.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our Life Springs Church: They 
are a very close-knit community. They meet four 

�mes a week, engaging in Bible study, prayer 

mee�ngs and worship. Their Sunday worship is now 
split up into morning and aAernoon services. Many 

of them travel over an hour, one-way. They care for 

each other,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love one 

another. Many of them read the Bible 3 �mes a 
year, not just for head knowledge, but seeking to do 

the Lord’s will. In case you wonder, the distrac�ons 

and tempta�ons in the big ci�es are just as ubiqui-

tous as in America. But they are serious in living out 

the authen�c Chris�an life. They were also very ex-

cited about being trained for EE. Even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full curriculum, some of them had 

already become competent in personal evangelism. 

6. The hunger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returned 

to Guangzhou: Though new in their faith, they are 

passionate witnesses for the Lord. They share their 

faith with their friends, rela�ves, and whoever 

would listen. They invited as many people as they 

could for our mee�ngs, so that they had the oppor-

tunity to hear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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