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五年的暑期前後，開始了看望全台軍中服役弟兄們的負擔，鼓勵加強愛主並全時間的心志，以

及聯於今時代職事，退伍後參加全時間訓練，受培育成全為合用器皿，為着福音化、真理化、召會化台

灣和全地，豫備新婦，迎接主來！ 

 那時，看望了許多弟兄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當我在高雄的小岡山（左營、南梓、阿蓮、燕巢、

仁武）那一帶，依據軍中部隊的郵政信箱，找到了一身黝黑且已經簽四年半延長役的劉喜光弟兄，在營

區的會客室，他一見到我就眼淚奪眶而出。他告訴我，他落下去且已許久沒有聚會，他為了妹妹劉喜靈

的讀書，家庭經濟的需要，簽下了四年半的軍中延長役。我給予他多有鼓勵，也和他轉達弟兄姊妹們對

他的期望和負擔：「能彀再恢復從前喜光的生龍活虎，和剛強喜樂豪邁。」也鼓勵他抓住已成定局的事

實，在軍中多有操練、多背聖經，等待退伍後，一生有分加畧聖軍，為主得人得地！ 

 一九九○年二月十二日起，我移居美國配搭服事。之後，一直聴聞喜光弟兄蒙恩的好消息，實在為弟

兄感謝主。然而，真是沒有想到，二個多月前，知悉喜光弟兄生病了，如今已安息主懷，心中真是不捨。

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一家的辛勞、擺上、付出、剛強、豪邁、愛主、禱告、活基督、絕對為着職事負擔、

為着主在泰國、為着主在全地的恢復，是我們眾人的激勵、記念和榜樣！ 

 劉喜光弟兄的三爺爺劉惠眀弟兄，是早期主恢復的年長同工，晚年在基、宜、花、東服事，後於台東

會所安息主懷。喜光弟兄的靈有如當年三爺爺的豪邁，且聲如洪鐘、鏗鏘有力！我最喜歡他三爺爺四十

五年前常講的兩句話，如今仍記憶猶新：「跟隨主是我一生的道路，事奉主是我終身的榮耀！」；過了

幾年後，我加上了另外兩句話：「建造召會是我事業前途，迎接主來是我永久盼望！」。作為對主僕劉

老弟兄的敬佩，以及在靈中的回應！劉喜光弟兄真可説是：「一門忠烈，將門虎子；犧牲奉獻，眾人表

率。」！ 

丁世威於南加州Huntington Beach 會所 

 

豪邁，是劉喜光弟兄給我最好的禮物 

 在他離世之後我還能奔跑這條道路，在我們不捨之餘還能因主喜樂。因為我們寶貴的基督在榮耀中顯

現，使我們能豪邁地往前。所以跟隨主，是豪邁放膽地，是不顧一切的。 

 我從來沒有與劉弟兄在同一處召會生活過，我從中正大學畢業後，劉弟兄一家纔被調去民雄召會服事。

等我終於要從英國回台灣，劉弟兄又搬到泰國開展。但劉弟兄與麗秋姊對青年人的負擔，總是讓我想主

動敞開地與他們交通。我的每個搬遷都是巨大的決定，那些未知對我來說充滿恐懼與不安。在許多慰留

的聲音中，只有劉弟兄鼓勵我，放膽往前！那個豪邁的靈並沒有因為他在鄉鎮還是海外而有所改變。 

 劉弟兄的豪邁總是題醒着我，我們所愛的主從不被外在環境所侷限，當我們憑信抓住祂的應許，沒有

甚麼能困住我們。 

 劉弟兄是那樣地對泰國滿了情感與負擔，那是神給他的美地與葡萄園。無論我從英國回台，或從台灣

搬去新加坡，他總是問我有沒有機會調到泰國，泰國是如何如何地好。他對泰國召會與整個國家的珍賞，

讓我很難忘懷。居然有人不僅願意行動上配合開展的調度，他的心也是埋在那個地方。他對泰國的負擔

在他的病歿之時，就像戰場上得勝的宣告，向着患難試煉而誇勝的凱歌，那麼地悅耳，那麼地超越。 

 羅馬書八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高，是深，或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所以，我們還怕甚麼？ 

 縱使我對劉弟兄有萬般地不捨，我不願停留在感傷的氣氛中。在我心中，劉弟兄的靈仍然在往前，仍

然在他所顧念的葡萄園裏，仍然在開展的行列中忠信地往前。因此我寧願擦乾眼淚，跟隨榜樣也繼續與

主往前。輭弱如我，也願在此更新奉獻，成為這個豪邁的複製與延續。 

讚美主! 

符策芬 

 

 三十幾年前，我在台中讀書。當時喜光弟兄是大一的學生，他就像大哥哥一樣，帶着我們這羣高中生，

常常外出相調、打球，過着無比甜美喜樂的召會生活。而每週六的青少年聚會常是我所期待的。弟兄那



剛強豪邁的靈，總能把我們這羣青少年的靈如火挑旺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常說：「只要能入加略聖軍，

就算是當伙夫，也是無比的榮耀。要殷勤服事主，寧願磨光，也不要鏽光。」這些的傳輸，時常成為我

日後服事的加強及幫助。 

 喜光弟兄對於服事大專生，也是竭盡所能的陪伴成全，上山、下海，不遺餘力。有好些參加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都是他所服事的果子。常常聽歷屆的學員們述說，劉弟兄這個家是如何的服事他們，帶領他們

愛主，把自己奉獻給主。 

 我所認識的喜光弟兄，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是他的寫照。願主祝福他的全家，他的兒女，能成為

他豪邁服事主、跟隨主的延續。 

金蕭淑琴 

 

以神在地上權益為重的榜樣 
 記得一九九三年剛上大一時，劉弟兄就已經是台中市召會大專的全時間服事者，因全台中市召會的大

專都會調在一起，所以在特會、訓練中，總是有劉弟兄話語的成全。弟兄幫助我們進入、領略並經歷神

的話語，摸着神的心意，使我能彀一次又一次的被帶到對主的經歷與享受裏，渴慕的心也慢慢被建立起

來，全時間訓練後，就在台中市召會學習配搭服事。 

 過程中，依稀記得劉弟兄有一段時間回到在職的身分。現在自己在職、有了家庭，雖然說在職也不容

易，但比起全時間服事，在職實在是輕鬆多了。想想弟兄能彀在在職後又答應主的呼召，放下對屬地事

物的牽掛、棄絕地的賄絡，為着神在地上的權益、選擇這條在人看來實屬不易的屬天道路、投身全時間

的行列，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雖然已經事隔十多年，當時在全時間共同追求中，劉弟兄剛強、豪邁的

靈，以及竭力進入對主話的享受裏的印象，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中。 

 因在醫院工作，看到許多病人，從嬰幼兒、青年人、中壯年到老年人都有，雖然現在醫學已是非常的

進步，但仍是有限的。當病況無法有效改善或是危及生命時，共同的表現都是焦慮、擔心、害怕，但很

摸着弟兄的反應是「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基督多」，並且在弟兄心中更在意的是，主在泰國的權益。這

就是主眼中的寶貝。 

 弟兄一生愛主、跟隨主的榜樣，相信是留給子女最大的祝福。隨着孩子漸漸長大，心中已開始擔心孩

子能否受主吸引，行走屬天的道路，其實是自己能否先成為緊緊跟隨的人纔是關鍵。我看重的是甚麼，

就會成為怎樣的人，孩子也會成為怎樣的人。感謝主，歷世歷代以來、甚至就在我們的身旁，既有這許

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賽程。 

屏東 謝白雅慧 

 

 無法想，想了就會流淚；無法相信，因為好快，太快，就是被偷走了！ 

 上個月去看劉哥，一進病房，沒有消極與不安，乃是滿了生命、滿了馨香之氣、滿了安息！ 

 劉哥裏面對主的信，着實顧惜牧養了我！ 

 記得在大一的一次交通，應該是剛開學，那屆有許多新人入住弟兄姊妹之家，劉弟兄應該是受邀來鼓

勵勸勉我們奉獻我們的大學生活，他知道我們如同脫韁的野馬，恨不得在外任意玩四年。當他喊我的名

字，說，「林美佳，看你是很認同吧！」我想是主在他裏面的信，叫他跟我說了這句話，因我真是被他摸

着了，我沒有感覺在他的言語中有任何責備與定罪，反而是滿了體恤與鼓勵，就好像主耶穌經過了人性

生活，能體恤我們的輭弱，只是沒有罪，挽回了當時很想去體驗過過流浪生活的心。「⋯釋放我脫離宗教

的義務，只讓我永遠享你同在！」 

 因為跟劉哥一家同在逢甲（八）會所，常常能彀有各樣的機會與他們相調，就算他們主體服事是青少

年及兒童，但我們（逢甲聖徒）享受到他們一家的服事並沒有缺乏。其中有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海

外開展的心願，無論羔羊往那裏去，我們必跟隨！在那一年，應該是青少年相調期間，劉哥接到赴泰國

開展的交通（第一次），很快他們一家就啓航了，很像已經隨時豫備好，就是在待命了！我很驚訝，也很

受激勵，原來愛主就該如此，豫備好、緊緊跟隨！ 

 謝謝主，謝謝劉弟兄一家，謝謝你們的服事，我們信心的榜樣！ 

上海市 林美佳 



 很早就聽過劉喜光弟兄的名字，第一次聽到劉弟兄的交通，是在他兒子顥晨弟兄從政大畢業的聚會，

那時劉弟兄一面謝謝召會對他兒子的照顧與扶持，一面也交通在泰國全時間訓練的情形，並鼓勵政大畢

業生參加榮耀的全時間訓練，受成全讓主使用。第二次見面是在一次數算恩典的聚會，劉弟兄引用羅馬

書十章十四至十五節：「然而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所未曾聽見的，怎能信入？没有傳道的，怎能

聽見？若非奉差遣，怎能傳道？如經上所記：『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脚踪何等佳美！』」鏗鏘有力，

勸勉聖徒新的一年，奉獻自己週週外出為主傳福音。 

 第三次見面是在顥晨弟兄與馨馨姊妹的結婚聚會，劉弟兄很喜樂兒子成家了，在家長致詞時，他勉勵

兒子與媳婦豫備好赴海外開展，也鼓勵年輕聖徒赴海外開展，傳揚國度福音，建造基督身體，迎接主回

來。第四次是今年五月，劉弟兄在榮總時，劉弟兄在床上休息，與劉師母禱告，雖然身體不舒服，依然

為泰國開展禱告，並宣告主的得勝，勝了還要再勝，這樣的得勝的禱告，很激勵我們，絲毫無任何消極

及埋怨，順服神的一切帶領，是我們的好榜樣，劉弟兄息了地上的勞苦，有公義冠冕為他存留，那日主

前歡樂再相見。 

台北 王俊民 

 「我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倪柝聲 

 「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林前十六 22） 

 這是大學時代受劉喜光弟兄服事，最常聽到他扎人心的宣言，初聞弟兄已被主取去，裏面浮出詩歌七

五八首第六節： 

日出日落，一世過去又一代，你的聖徒生活、等候、安睡， 

一位一位，他們已逐漸離開，一次一次，我們望你快回。 

我主，為何你仍沒有顯動靜，天仍閉住，我們觀看仍對鏡， 

我們在此依然等候再等候，哎呀，是否我們等候還不彀？ 

 回想大學時代劉弟兄上山、下海的陪我們特會、訓練、共同追求、家訪、新生福音座談，很謝謝他傾

倒生命的服事，他把他那自願奉獻，不要屬地前途，只要全時間服事主的心志作到我們裏面。他常幽默

的說，弟兄姊妹在魂裏常會有頭髮痛，指甲痛等類無關痛癢的病，我們的靈若剛強，所有的難處都不會

是難處，靈會衝破一切的限制。雖然在台上他常剛強豪邁的釋放他的靈，私底下他又是柔和謙卑，讓人

很容易親近，向他敞開，在他身上滿了神性與人性調和與顯彰。雖知他是生命成熟到可以像珍寶一樣被

主取去，心中還是萬般不捨，但想到他一定不要我們在人的哀傷裏，願意擦乾眼淚，跟隨弟兄的腳踪，

一生愛主事奉主。 

台北 王郭碧華 

 

榜樣的牧養 
 弟兄們曾告訴我們：「榜樣就是最好的牧養。」這句話在劉喜光弟兄身上實在是最好的描述。在與劉弟

兄一同過召會生活的那段時間，我很受劉弟兄向着主的態度所激勵，他在主面前一直是一個絕對且豫備

好的人。記得劉弟兄曾說：「不管別人如何，我來到聚會就是豫備好要釋放靈！」也因此，劉弟兄在各種

聚會中，常常都是率先站起來釋放靈禱告的那一位；劉弟兄剛強豪邁的靈常常激勵我們，使我們下沉的

靈得着復甦，重新得着加力。 

 劉弟兄也是一位認識主話的人，他在真理上的供應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藉着劉弟兄在話語上的開啓，

拔高我們對真理認識的程度，也幫助我們如何實際的在經歷中應用主的話。藉着劉弟兄的在話語上的供

應，開啓了我們對主話的胃口，使我們也渴慕認識真理、被真理構成。 

 劉弟兄在這段生病的期間，雖然身體狀況不佳，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主在泰國的權益。曾有弟兄問他，

「為何能彀這樣不畏病痛？」劉弟兄說：「主有需要，我就擺上去；既然擺上去了，其他這些就不重要了。」

劉弟兄實在是一位絕對奉獻的人，他成為一個燔祭，完全焚燒成灰，為着神的滿足。雖然劉弟兄暫時離

開我們，但我們深信，從此以後將有公義的冠冕為弟兄存留；劉弟兄身上所活出愛主之人的榜樣，仍會

繼續激勵我們跟隨他的榜樣，一同起來接續主在地上的託付。 

民雄 許晉維 

 

 劉弟兄於二○○六年到民雄召會服事，正是我剛得救之初。第一次看到劉弟兄，是在校園中的晨興小



組，囿於環境限制，聲音無法太釋放，但弟兄鏗鏘有力的禱讀和禱告聲音，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隔年，我入住姊妹之家，最寶貝有劉弟兄陪同的晨興生活，他總是率先操練靈、釋放靈，使大家鬆懶

沉睡的靈被點活，並且帶着我們禱、研、背、講，進入每日的真理亮光，以主的話餧養、供應我們。此

外，劉弟兄十分看重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總要我們在晨興前，先個別的到主面前，藉着他的帶領與陪

同，姊妹們一個比一個早起，在姊妹之家的各個角落享受主，或唱詩歌，或呼求主名，整間屋子滿了馨

香之氣。說當時的晨興就如同特會般的享受，真是一點也不誇張，這也使初蒙恩的我，不僅對主的話滿

了胃口，更是藉着天天的享受和供應，屬靈生命得以有一點長進。 

 有一學期，我的神人家庭被分配劉弟兄這個家，他們邀請我每週固定一天到他們家一同用餐，讓當時

在異鄉工作的我，備感溫暖。餐桌上總是充滿這一家人的歡笑聲，充滿主的話，充滿對家人與聖徒的關

心；每次吃完飯還會與我有簡短的交通，不論在工作、姊妹之家的管家服事，甚至是參訓與婚姻的事上，

劉弟兄和麗秋姊的關心和代禱，成了最好的扶持，他們話語與經歷上的分享，也使當時面臨人生轉彎的

我，得以被穩固。 

 每學期的寒暑假，劉弟兄都會帶着學生出外相調，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花東，不論是泛舟、溯溪，都讓

大家都玩得非常盡興，他也會收起平時的嚴肅，和學生玩成一片，他是「向甚麼人，就作甚麼人」！所

以學生對他總是又愛又怕（準確說應該是敬畏）。當然，劉弟兄也會為我們在主面前尋求，藉着相調的途

中，與我們有負擔的交通、勸勉和鼓勵，因此，每次的相調，總是靈魂體都能得着飽足。 

 劉弟兄對主的絕對與跟隨，更是我們的榜樣。他鼓勵學生在畢業後，都應該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為了參加全時間訓練，他也曾在我猶豫甚麼時候該參訓時，慎重的與我有交通。他曾說：「我所說的機會

不只是指參加訓練，更是尋求、抉擇的關口上，在自己和神的利益的衝突中，我們要學習作得勝者，顧

到神的權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當我答應主的呼召時，我終於也能體會到劉弟兄所說的豪邁與榮耀。 

 感謝主曾把這榜樣擺在我們的身旁，他與麗秋姊的服事與牧養，都成了我們跟隨主的榜樣。盼望我們

也能有劉弟兄這樣得勝者的靈，繼續奔跑這屬天的賽程，那日新耶路撒冷再相會！ 

民雄 許王怡分 

 

劉喜光弟兄對我個人的幫助 
 一、在我大學時，剛得救的第一年，我的學生小排常到劉弟兄家，他那時在職，工作很辛苦，他有時

陪我們聊聊，有次我們討論到，聖經說：「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但是我覺得可以同時愛二

個，劉弟兄回答說：「那你就去愛，沒問題。」我當時覺得這位弟兄的回答我喜歡，後來在經歷中我就明

白了。 

 二、在我最動盪的大二，一位全時間姊妹顧到我，邀我一同配搭青少年服事，那時劉哥回到了全時間

的行列，也服事青少年，所以常常受他的話語供應，靈的加強，使我更加在主裏堅固。 

 三、後來劉哥去了泰國，在我大四暑假那年，台中大專組團去訪問和開展，我也去了，看見劉哥瘦很

多，很不捨，問他，他說沒有特別毛病，只是睡不好，沒有食慾，但他仍然豪邁，剛强，加強了我對主

絕對的心。 

 四、後來我去訓練了，在豫訓的最後幾天，劉哥來幫我們上課，我找他交通我豫訓的狀況，感覺自己

好像跟不上，融不入，弟兄也沒特別說甚麼，但主卻對我說話了，順服勝於公羊的脂油，我就明白我需

要被拆毀，倒空並謙卑，好接受訓練要給我的一切。 

 五、二○○八年我結婚了，剛好和劉哥同一團到美國參加夏季訓練。期間有一天，隨口問了劉哥，我

剛結婚，有甚麼話要送給我，他說：「不要試着去改變對方。我以前是軍人，剛結婚時，我姊妹對我說，

我不是你的士兵，不要用軍中那套對待我。」當下聽了，覺得我應該不會吧，但後來這話確常常題醒我。 

 感謝劉哥在無意中對我的服事，使我受益良多，再見了，當我聽到消息時，真有一種感覺，是主把他

接走了，像以諾一樣。 

新北市 江林加芳 

 

剛強的靈、豪邁的生活 

─懷念劉喜光弟兄 



 印象中的劉哥，有着剛強的靈，總是能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 

 一九九二年我在台中八會所受浸，次年搬進姊妹之家居住。在同伴的扶持餧養下成長。當時劉弟兄這

個家陪伴我們。第一次在學生福音聚會裏作見證，劉哥便告訴我，為主申言，見證要用靈，惟有靈纔能

摸着人的心，這開啓了我日後申言的基礎。 

 講台上的劉哥，每次的話語供應總是能摸着我的心，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而台下的他細心柔和，對

於我這在天然裏配搭又愛發表意見的人，從不直接指責，總是尋到好時機，耐心勸誡並以主的話來鼓勵

我。許多的言語在當時對我而言領會不多，直到多年的召會生活之後，細細回想纔知，弟兄是如何有乳

母的心腸，從主而來的智慧，步步把我引到生命的路上。 

 一日我在會所值班室，劉哥聽完了我的交通，他不直接答覆我的疑慮，只告訴我一段話：「作基督徒要

豪邁一點，為主受苦受逼迫仍要喜樂，服事主是榮耀的。」這樣的話言猶在耳，成為我這些年間在召會

生活中，學習服事上深深的題醒。 

 一九九六年我為着接下來的路如何往前猶豫不決，與劉哥交通，他告訴我，「就出去吧！繼續去讀書，

照着神為你豫備的路，要擴大你的度量，繼續受成全。」而當時的我，只為着離開所熟悉的環境而難過，

多年後纔漸漸明白弟兄的用心。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我們曾有過的奉獻，祂都記得，也親自為我

們豫備，使我們繼續為祂所用。許多年來雖不常有機會與劉哥陳姊碰面，透過網路之便，知道他們在泰

國開展的種種，感謝主，這家仍是我們的榜樣。二○一三年因着工作出差到泰國，與劉哥家能有短暫的

交通，劉哥忙着訓練服事，連晚餐都還沒吃完就接到電話繼續交通。陳姊陪伴我，也分享了這些年他們

在泰國的經歷，她題醒了我：我們生在主的恢復，長在主的恢復，被最純淨的話所餧養，被真理所構成…。

阿們！是的，就是這樣豪邁的靈，豪邁的服事再次激勵我向前。 

 當得知劉哥住進榮總醫院的消息，便拉着弟兄趕緊一起去探視他。看見劉哥正熟睡着，從陳姊得知他

的狀況，一面我們為着主在泰國的開展負擔禱告，一面我心裏求告：「主阿！可不可以再給弟兄一些時候，

我們實在需要弟兄的這一份。」七月我再與昔日配搭的姊妹前去探視劉哥，我訴說學生時期幫他們帶小

孩的趣事，其實是想掩飾那隨時要潰堤的眼淚，靈中我知道主有美意，心中卻是萬分不捨。 

 這幾天憶起往日種種，想到了劉弟兄分享過的詩歌三○五首末節：「你愛所定我的選擇，不是我的捆繩；

我在暗中受你領帥，已識你的見證：一生充滿捨己的愛，就是自由一生。」劉弟兄一生豪邁的靈，實是

我的榜樣。惟願那日快顯，再無離別辛酸。 

 

台北 吳佳玲 

 二○○五年七月劉弟兄一家第一次越過濁水溪來到民雄鄉這塊嘉南美地。民雄雖是鄉鎮召會，卻有着

四所大專院校座落於此。全時間的家服事重心，自然是擺在大專（中正、嘉大、南華、吳鳳科大）身上，

但即使服事量繁重，劉弟兄還是撥出時間陪同我們聚姊妹聚會，在真理上成全眾人。每週二早上帶姊妹

們進入當週晨興聖言的鳥瞰，帶大家深入挖掘這座礦藏，學會進入這份職事的精髓、珍賞其中的寶貝。

一千多個日子以來，堅定持續、忠信的將這份職事的話分賜給神眾兒女，使姊妹們對這些高峰真理不再

覺得高，而漸漸被重新構成，有了全新的胃口及眼光。 

 這樣的成全，拯救了姊妹們從喜歡靈感、感覺的話，進入啓示的中心。弟兄逐一帶我們進入每篇信息

綱要的思路：總題與篇題之間的連結，篇題與各大點間的關係，大點和中點與各小點間的串連…，從整

個總題來摸主在時代裏的說話、水流，將相調弟兄們的負擔忠信的向我們傳輸。更幫助姊妹們在職事的

說話上，能跟隨弟兄們的思路。不再像從前般，讀到最後如入森林而模糊不清。 

 弟兄總會用貼切的比喻鼓勵姊妹們以鳥瞰方式串思路，進入高峰真理。有幾個比喻我印象深刻：「一顆

顆珍珠散落在那，它只能是珍珠；當我們用線把一顆顆珍珠串成一串，它就成了具體並可用的珍珠項

鍊。」、「你想很快知道堆成堆的衣服到底是襯衫或 T恤…？你只要往衣領一抓，再把兩肩拉平，便可得

知。」、「一台智慧型手機，有的人只能拿來打打電話、傳訊息、照相。但有的人詳閱使用說明書，它便

可成為一台行動電腦，你了解它所有的功能，就能更完備的使用這手機達到最大的價值。」同樣，對待

主話亦是如此，高峰真理不是淺的、需我們深入去挖掘、花代價被構成，享受它禱讀它、消化並默想，

過一個有根的生活。 

 在週中非聚會的時間，因服事的需要，我需常進出會所。只要劉弟兄在家總能聽到住在隔壁棟的他情

深的呼求他所愛的主，你可以感覺到這人與主何等的近，台上的他和家中的他是同一位。在生活上他這

人就是一個活出，給人看出在基督裏。劉弟兄愛主、向着主絕對的心志，不單顯在話語職事的服事上，



更在生活中不知不覺的傳輸供應到我們裏面，他就是一個活的榜樣！在弟兄身上也看見他過的是祭壇與

帳棚的生活，你能感覺他是傾倒全人來愛主、顧到主在地上的權益。主有呼召，立即拔營起行。為見證

需要，他說：「身為父親，他向他的孩子說，你爸爸是事奉主的人！」主阿，這就是你所要得着的人。我

心羨慕並暗想，愛主就要這樣！ 

 民雄是一個鄉下地方、鄉鎮召會。但劉弟兄總盡力的使我們蒙開啓而有全地的眼光，有基督宇宙身體

的看見，我們過召會生活可以「人在一地，心在全地」。他常鼓勵姊妹們有機會赴海外參加冬、夏季訓練，

若實在為難，那最少盡可能參加在中部相調中心的特會，這會幫助我們生命長大並使我們被擴大。弟兄

在民雄召會服事期間，也常組團帶聖徒赴海外訪問眾召會，使我們看見基督榮美的身體，看見一地的豐

富是為全身體的需要。 

 我感謝主，主知道祂召會的需要，在這段時期使民雄召會受劉喜光弟兄的牧養，而小子只是一個微小

肢體，竟能如此蒙恩受教。我所認識的劉弟兄，一個全然傾倒一切並且將自己毫無保留的澆奠在其上、

一個馨香的見證。                                                                     

民雄 何姊妹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到訓練中心纔認識劉弟兄，到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劉弟兄被主接去，共 1581

天。 

  來到訓練中心的第二天開始豫訓。早上五點五十分劉弟兄就帶着我們開始操練靈，釋放靈。這是我第

一次這樣釋放靈的操練，也是第一次清楚知道操練靈的重要。這也是我對劉弟兄的第一個印象。這個弟

兄非常用靈，釋放靈，而且也是一個靈非常強的人。 

  有一次和劉弟兄去曼谷第七分區參加小排聚會，車子經過門衞那裏時，劉弟兄報門牌號給門衞。說完

之後有位弟兄說，「喜光，你報門牌號都這麼操練靈。」他不只是在課堂上操練靈，在生活中也一直操練

靈。每次跟他說話都能摸着他的靈。他實在是一個操練靈的人，也時時活在靈裏的人。 

 我們這期同期畢業的有十三位學員。離畢業大概還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劉

弟兄跟我們有一些的交通，那時我們都在尋求畢業後的去向，劉弟兄跟我們說的話，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主把每個人生在一個地方，擺在一個地方，都有祂的美意。你只管奉獻，主會顧到你顧不到的事情。

奉獻的人是最快樂的人。人再怎麼算是算不清楚的，傻人有傻福，算太清楚把祝福都算沒了。主的路不

是分析出來的，主的路是走出來的。主是一直往前的。主回來的速度是重力加速度，下一年會比今年更

快，越到最後就越快，不是平均速度。主不等人，祂今天找你，你不跟上去，那就是你的問題。今天對

我們是機會，明天就是歷史。今天不缺愛神的人，但缺只愛神的人。要專一，一輩子只能作一件事，一

生只能事奉一個主。要讓主從我們身上衝過去。」 

 二○一五年十二月在給學員上《心志》的課上，劉弟兄給學員作見證：一九九九年四月呼召泰國這邊

有需要—需要一對夫婦的家來扶持。弟兄講完讓大家回去禱告。劉弟兄說他禱告時裏面有個感覺－莫非

就是我。從會所騎摩托車到家大概半個小時的路程。那天，當他一騎上摩托車，裏面就有各種的憂慮，

想到姊妹和兩個孩子，還有父母。劉弟兄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父母省吃儉用，培養兩個孩子（他和妹妹），

將他們送到私立學校，直到一九九九年都一直在父母的身邊。想到父母時眼淚就出來了。問主，父母誰

來照顧，誰來撫養，那時哭的很傷心。主給他一句話：「你養你爸爸，會比我養你爸爸更好麼？你信不過

我麼？」弟兄就阿們主的話，答應主的呼召，全家移民來泰國服事。 

 劉弟兄說：「我是奉獻的人，是主呼召來泰國的。若不是主叫我走，我就不會走。不會因為任何其他的

因素而回去。」 

 他是一完全絕對奉獻的人，向着主毫無保留的奉獻。有好幾次，劉弟兄說：「每次主把我們帶到一個地

方服事，我們從來不說我們要待多少年。我們的感覺是，若是主沒有叫我們走，我們就一輩子待在這裏

了。」 

 撇下的是物質的，得着的是屬靈的。凡是帶不進新耶路撒冷的，都存不到永遠。 

詩歌三四九首： 

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 

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 



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 

 二○一六年四月五日：這是劉弟兄回台灣前不久發給我的短信：「我裏面感覺你應該大量大量的進入主

的話，包括職事信息，使你的心思完全被話充滿，沒有一點空間留給自己，也要全人愛主耶穌，全靈釋

放，大聲呼求，使你全人滿了三一神，滿了靈，滿了話！」這些話其實也是他這個人的描寫。他寶愛主

的話，寶愛主的自己，也認識主的自己，摸着主的心意。他是全人愛主。不僅全人，更是像馬可福音十

二章三十節所說的，他是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他的神。他曾經問我們，「你們對主，想到甚

麼程度，愛到甚麼程度，要到甚麼程度？是如同火燒麼？水到底有多熱，很熱，還是沸騰？」愛主就要

愛到沸騰。 

 他也是全靈釋放，不僅是將靈釋放出來，更是作到我們每一位的裏面，都渴慕能像他一樣有剛強的靈。

他也真是滿了三一神，滿了靈，滿了話。他經常告訴我們要大量讀主的話，拼命的操練靈。主的恢復是

書香門第，你們要好好讀書，好好讀聖經。 

 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收到弟兄被主接去的消息後，一直不敢相信，一直在問主為甚麼？我們不是

跟劉弟兄約定要在泰國等他回來麼？但是主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主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雖然我

現在還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主不會錯。 

 我們跟劉弟兄有很多的約定，他說等有機會，他要帶我們去好多地方。他也經常跟我們講他自己的經

歷，講他的父母（他很愛他的父母，雖然他沒有說，但從他每次的說話中都能感受得到），講他小時候的

生活，講他怎麼被主得着，講他當兵時候的事，講他三爺爺的事，講他以前在台灣的服事…等。現在都

成了美好的回憶！ 

 當知道劉弟兄要回來安葬在泰國，我就想起我們跟劉弟兄的約定，「我們在泰國等你回來」雖然方式不

同，但還是實現了。為此我還是很感謝主。 

 劉弟兄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會緊緊的跟隨。為着主在泰國的五年計劃，二○一六年至二○二○年在

泰國的 13 所大學得着 1300 位的青年人，其中有 100 位參加 FTTB 的訓練，為着主的需要，為着主在泰

國的權益，更新奉獻，擺上全人：不軟弱！不灰心！不退後！禱告爭戰！忠信至死！ 

 詩歌三五五首：奉獻－得着萬有 

一、當人棄絕地的賄賂，前來為神而活， 

他所得的無限富有，口舌難以述說。 

因為萬有全是他的，生、死、或是事、物； 

基督是他生命、呼吸，也是他的住處。 

二、像我這人，王肯選上，有分祂的寶座， 

而我竟然不肯應選，這是何其奇特！ 

永遠勿說這是犧牲！無論代價若干， 

只要能入加略聖軍，權利都是難言。 

三、起來！將這交易算看：零碎換來整個－ 

萬事、萬物、加上萬人，竟都歸你得着。 

當你屬祂，萬有屬你，並且祂你合一； 

你還得享無限生命，權益有何能比！ 

 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個完全絕對奉獻給祂的人裏面，能作甚麼、要作甚麼，並要藉着他作出甚麼。 

Bro Liuxiguang 沈陳嬌 

 

憶—劉喜光弟兄 

 一九八二年，喜光弟兄當時在台中市召會，服事國、高中，他那時唸中興大學歷史系。 

 我高中即將畢業，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總是背着師大附中的書包，穿梭在每場聚會中。 

在每一次聚會的開始前，他和帶領的弟兄們總是會先禱告。他的口頭禪就是「今天我們要把聚會翻過來」，

意指要操練靈至最高點，讓我們這羣羞澀的國、高中生為之震撼，只要有他在的聚會絕不冷場，使我們



亦受益無窮。 

 記得有一年去台北參加特會。中午時分，他抽空帶我們去他家吃午餐，飯後還有一個大蛋糕，喜光的

妹妹(喜靈)很會彈鋼琴，當時他妹妹唸中山女高，也很愛主。下午喜光媽媽要去市場作生意，我們便離

開，三十幾年前的事，歷歷如昨，令人印象深刻。 

 我還記得，當時台中市召會週訊剛開始不久。喜光弟兄即負責週訊文字編輯工作，每當週末他們總是

在方舟會所挑燈夜戰，是主忠信的僕人。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台中市召會一篇「劉喜光弟兄的交通信」是

他寫於六月十日，讀完令人為之動容，也令人因他所患的病不捨，頗有羅馬書八章十八節：「因我算定今

時的苦楚，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相比。」這句話的情境。 

 喜光弟兄是我們的榜樣。希伯來十二章一節：「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

我們除了不捨之外，仍然順服在主的帶領下，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也願主安慰他的姊妹，並祝福

他的家人。阿們！ 

台中 林勝生 

 

服事人，肯為人犧牲 
 我大學重考那年（1997～1998）來到台中，前三個月，住在一中的弟兄之家，之後，搬到南區父母親

剛買的房子。 

 那年，我不認識台中的青少年，只知道劉喜光弟兄是青少年的服事者。因重考壓力很大，一次去一中

排，我就與弟兄提，可否陪我晨興。那半年，弟兄就一直陪我晨興。每早六點二十分，我主動打電話給

弟兄，從弟兄的聲音，感覺到他常是睡眼醒忪，睡不飽，仍否認己，操練靈與我禱讀。沒多久，我就問，

請問弟兄都幾點就寢。弟兄因晚上需參加許多的交通，常常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甚至十二點半纔回到家，

就寢都已近凌晨一點鐘了。這樣一陪伴就將近半年。我們的晨興沒有太多問安及閒話，弟兄總是供應基

督。我摸着弟兄的陪伴，服事人，肯為人犧牲的靈。我較感到虧欠的是，他常睡眠不足，卻總是被我挖

起來。他乳母的心腸，願意花上自己的時間、體力及精神是我的榜樣。 

 幾年後，再遇到弟兄，是在訓練中心了。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的靈更強了，生命供應更成熟，更

豐沛了，坐在台下常被弟兄的靈震撼到。 

 弟兄服事的靈，愛主，愛召會。主先將這樣的榜樣提去，雖有肉身的不捨，信弟兄已被提至得勝者的

行列中，我們那日再見。 

台中 劉恩典 

 劉喜光弟兄考上中興大學的那年，我要升高一，對我來說，是屬靈生命的新起頭。還沒開學，弟兄就

開始服事青少年。記憶中的劉哥總是用各種方法讓我們更多認識主，聚會時間太少就要我們週末住在一

會所（復興大樓），下午有自己的聚會，晚上參加大專的聚會、晚禱、守晨更及主日早上的大聚會，藉

着服事者的陪伴，讓我們在聚會中有享受並願意主動追求認識主。 

 跟我們一起聚會的劉哥是非常嚴格認真的，不會禱讀，就一次一次的在聚會中實作操練，會背唱的詩

歌太少就操練背詩，諸如此類不厭其煩的反覆教導。他常是聚會中的嚴父，他的身上總有卸不完的負擔，

為我們豫備信息，讓我們更認識主。我最記得的是福音書中的「和彼得」，那時我們聚會的人數常常起

伏不定，有時一、兩個月看不到人是正常的。劉哥說，不管我們有多輭弱，主都記得我們，就算三次不

認主，主都會說，去告訴祂的門徒和彼得。我非常摸着，所以在往後的日子裏，我輭弱失蹤時，總會再

回到弟兄姊妹中間，因為我知道主愛我。 

 非常感謝神把弟兄這個家擺在我們中間成為榜樣，當各人奔向自己的房屋時，弟兄為主所擺上的是全

人、全家，即使生病了，在他心上的，是泰國的開展和往前，要得 1300 位泰國青年，訓練中心 120 個受

訓者，更呼召要有家移民到大學旁服事青年人。願我們受激勵，學習以神家的事為念。願主記念這個家，

願恩典與平安歸與陳姊和孩子們。阿們！ 

台中 陳戴玉華 

 

無限富有的人生 
 「當人棄絕地的賄絡，前來為神而活，他所得的無限富有，口舌難以述說…」（詩歌本三五五首） 



 我比較認識喜光弟兄是在二○○一年泰國曼谷任職的時候，之前大概是在大專學生時代特會的聚集或

交通中知道他的名字。然後纔知道他是與我高中師大附中（我當時尚未得救）的校友，幾天前也在附中

校友會的網站上看到悼念他的文章與照片。想不到我當年附中同學中竟有多人在畢業後在不同的大學都

陸續得救成為基督徒，在大專特會聚集時遇見，當時只驚訝認為是主奇妙的工作，現在知道是喜光弟與

弟兄們跪在校園操場禱告與神同工的結果。 

 在泰國期間，他們家在會所旁的社區，我則遠住在曼谷市郊，加上學校個人事務，聚會連主日都無法

正常，更談不上禱告、小排聚集與聖徒平日屬靈的交通，肢體的相顧；喜光弟兄在服事召會聖徒繁忙之

際，主日會後常抽空邀我到他們家交通，下午茶甚至晚餐招待。喜光弟兄爽朗的聲音，純淨明亮的話語，

親切的態度，剛強激勵的靈，加上其妻兒在旁的和樂生活，着實安慰加強供應了我隻身在異國工作的單

獨與肢體屬靈交通的缺乏。十多年後在新竹召會的一次主日聚會中，遞餅杯給我的服事弟兄，竟然是喜

光弟兄的大兒子，後又聽到他參加全時間訓練、結婚，夫婦到景美服事…等等，不僅是義人的後裔，更

繼承喜光弟兄那奉獻絕對為主的心志與真實擺上的行動，喜光弟兄當得安慰。 

 有一次在與泰國大專學生聖徒的聚會中，喜光弟兄交通到服事主是何等榮耀的一件美事時，我裏面的

靈想起詩歌本三五五首：「當人棄絕地的賄絡，前來為神而活，他所得的無限富有，口舌難以述說…」，

由於語言、自慚、個性的因素，始終沒有起來呼應，這是一直在我裏面感覺對弟兄的虧欠與自責：不僅

是對那場聚會，那次靈的感動，更是為着弟兄這一生真正見證與活出這首詩歌。而自己多次在聚會中唱

這首詩歌，奉獻、鼓勵別人、教導聖徒而自己卻多次的「開溜」，以自己在地上的「成就」驕傲，以隱藏

的偶像為至寶，以微小的「付出」自欺；喜光弟兄纔是這首詩歌的活見證。 

 知道喜光弟兄生病住院時，很難相信一向剛強、絕對擺上的弟兄，主為何不保守他的身體，泰國的見

證、開展、訓練、建造都需要他；為何不讓他能更盡功用，服事更多的聖徒、成全更多的全時間者、激

勵更多的後繼者…。但主的話「弟兄們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

不愛惜自己的魂生命…」解答了我的疑惑，喜光弟兄也就是這經節的註解與例證。主「徵召」喜光弟兄

進入歷世歷代千千萬萬得勝者的行列中，與主一同進行屬天的爭戰。喜光弟兄的過世，將更剛強主在泰

國的見證，更激勵許多受他服事與主同工者的心志，更多追隨主的行動，迎接主的再來！ 

王智鴻 

 二年的訓練。弟兄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操練靈。弟兄每次上課蹦蹦跳跳，總是在說：「靈，靈，靈，一

切的問題在於靈。」 

 因我是一個不喜歡讀書的人。所以就沒有作筆記的習慣。豫訓第一天的晨興，劉弟兄在教我們如何操

練靈，突然弟兄停下來。對我說：「這位弟兄，你站起來，誰允許你在我的課上不記筆記的。我剛纔講甚

麼，你重複一遍。」我是一個非常靦腆的人。我站起來時，不知所措。弟兄說：「那你來示範一下如何操

練靈。釋放你的靈，呼求主名。」但我無論怎麼呼求。聲音總是在口裏出不來。弟兄就一直在旁邊說：「大

聲點，再大聲一點。用你全身的力量喊出來，像喊救命一樣。」我就這樣一次一次的喊，越喊越大聲。

最後就放下了所謂的面子。用全身的力氣喊出來，靈就出來了。那時算是我第一次，經歷靈從裏面衝破

出來，甚至全身都在顫抖，裏面滿了釋放和喜樂，眼淚就不住的流下來。感謝主，藉着弟兄這樣的幫助，

我有了第一次真正操練靈的經歷。從那以後，我就會刻意的操練靈，特別是在遇到困難、遇到難處時，

我總是找一個地方，拼命的呼求主名。每次都遇見主，向主認罪，問題就解決了。難怪弟兄常說，一切

的問題都在於靈。。 

 弟兄也是一個絕對的人。記得有一次弟兄說，我們不知道神把我們擺在一個地方會多久。但是我們需

要有一個準備：既然來了，我就要像一個種子被埋在這裏，除非是神把我調走，不然就是死，我也要埋

在這裏。就像他來到泰國一樣（現在弟兄真的是成為那顆種子，被埋在泰國）。那時，我也就暗暗下決心，

奉獻給主，我也要跟隨弟兄的榜樣，願意被埋在泰國。我想主肯定聽了我的奉獻，後來就豫備了一個泰

國的姊妹給我。當劉弟兄找我交通說，他們禱告中，覺得有一個姊妹蠻適合我，問我要不要去尋求一下

主。就一個晚上，主直接向我說話：「這是你向我的奉獻，你說你要成為種子埋在這裏。」最後我向神屈

服。    

 感謝主，因着我們的順服與絕對，主也祝福我們，使我們成為一個服事的家，也是因為弟兄是一個絕

對為主的好榜樣。 

FTTB14 曾慶琪 

 



 我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是在台中市召會這個充滿神性餧養與人性顧惜的大家庭中成長的。當時青少年

的服事，是由一班愛主的在職聖徒和在學的青年聖徒一同配搭，劉喜光弟兄就是其中一位服事青少年的

大學弟兄。當時他不僅帶着我們操練靈，更以剛強的靈餧養、供應我們，他向着主的絕對，與一生服事

主的心志，影響我們那一代的青少年極其深遠。 

 當我進到台北三會所的全時間訓練中心參訓時，劉哥在訓練中心擔任輔訓服事我們。他為人溫和，平

易近人，柔細的顧到訓練學員的情形，但在神國度開展的爭戰中，他又儼然如屬靈的將軍，帶着我們去

爭戰。當我們這期訓練到尾聲時，他負責帶着我們這隊去菲律賓召會訪問交通，當時菲律賓開展的環境

十分艱困，並非我們這些在台灣安逸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所能承受的，但劉哥帶着我們上山下海，與當地

開展的聖徒調在一起，我們極其享受開展的靈，也經歷了「物質輕、靈命重」的實際。 

 當年家父安息主懷，在我們豫備安息聚會時，與不信者之間有着屬靈的爭戰，那時劉哥陪着我們剛強

的禱告，他那獅子的靈，使仇敵在我們中間毫無地位。 

 今年六月中旬得知劉哥回台住院的檢查結果，立即前去北榮看望，當劉哥看見我們時，忍着疼痛與我

們有交通；當我們一同唱詩歌時，他很享受、很進入，甚至還舉起手來指揮着，不禁讓我想起了從前劉

哥帶領聚會時，那被聖靈充滿、滿了榮光的模樣。 

 感謝主量給我們這位屬靈的大哥，在我們前頭樹立了這麼好的榜樣，實在見證了腓立比書一章二十節：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求主加力給我，使我能跟隨這樣的榜樣，

被基督的愛充滿，時時活在身體的配搭中，並在神榮耀的職事裏竭力的擺上，作個得勝者，豫備自己，

好迎接主的回來。 

桃園 熊戴玉玲 

 

亦師亦友，亦兄亦父 

—摯愛親人劉喜光弟兄 
 認識劉弟兄因為他是我全時間訓練時候的教師，在後來的接觸中，發現劉弟兄真是我們的良師益友，

亦兄亦父，和藹可親。 

 訓練中的劉弟兄是竭力操練豫備自己的良師。劉弟兄曾經告訴我們，每次上課前，他都會花大半天時

間（4～6小時）認真禱告尋求，精心豫備上課的綱要，教案；但是他又不會每次都照着備課的內容照本

宣科。上課當天他都會為着今天的課認真禱告尋求，接受從主而來更新的亮光和啓示。劉弟兄是一個倒

空並否認己的人，他不以現有的為滿足，時時活在光中。他是神經綸忠信的好管家。為着成全我們，劉

弟兄不顧自己的面子與否，常常拿自己年輕時的弱點來鼓勵我們，比如他的英文名字為什麼叫 Timothy、

他當兵的時候有趣的事等等。他鼓勵我們要竭力操練反自己的天然，讓主有機會更多作到我們裏面。 

 劉弟兄是與神同夢，也與這份職事同夢的人。上課的時候，他常常告訴我們，李弟兄在台灣帶領新路

的時候說：「當五十萬少年人到全地去叩門傳福音的時候，我們的主就回來了。」每次說到這一點，劉

弟兄都激動得跳起來。這不僅是李弟兄的夢，也是劉弟兄的夢，他竭力與這份職事同工，成全呼召青年

人成為這「五十萬少年英雄」中的一員。他鼓勵我們要竭力操練豫備自己與神同工，到全地去叩門，豫

備迎接主的回來。 

 劉弟兄愛學員，願意為學員花費。除非工作有安排交通或服事，他從來沒有拒絕我們與他交通的請求。

在我們需要的時候，他總是認真、耐心、柔細地傾聽我們的交通。倪弟兄在《主工人的性格》裏講到「聽」，

要會「聽」，劉弟兄就是這樣的主工人。他總能從我們的話裏聽出我們的需要，聽出我們的缺欠，聽出

我們的渴慕，並給予應時的幫助和引導。在交通中他總是把我們帶到主面前，幫助我們轉向主、聯於主。

多次與劉弟兄的交通，使我得着很大的成全和造就，使我與主之間有更親密的關係，對主的經歷更也主

觀、更甜美。後來我發現，劉弟兄給我們的幫助和引導，都能在職事的書報裏找到答案。劉弟兄是這份

職事忠信的追求者、跟隨者、推廣者，他乃是完全照着這份職事在帶領幫助我們。他不活自己，他乃是

照着神牧養人。何等的榜樣！ 

 劉弟兄不僅是我們生命的良師，他也是我們生活中的益友。在對待神的旨意上，他面如堅石，如堅剛

的香柏木，而在日常生活中，劉弟兄和藹可親，很容易溝通，他不堅持，輕鬆隨意但又不隨便。他也很

有學習的靈，很敞開，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我和劉弟兄一樣喜歡拿着相機到處拍，有一次出去玩的時候，

劉弟兄還很謙虛的問我，這相機那裏那裏怎麼處理。當時我很詫異，我說：「我也不會啊，這不是你的



相機麼？」劉弟兄就像小孩子一樣，嘿嘿一笑，說：「我也不大會，都是我兒子教我的。」後來我們就

一起研究解決。劉弟兄來中國的時候我們一起去逛早市，看到新的事物，劉弟兄都會很好奇地去瞭解學

習，回來的時候就會很開心地的大呼：「過癮，過癮。」去了一趟市場就像去了博物館一樣，見識了許

多新鮮事物。劉弟兄很可愛、很單純、很寶貝！ 

 訓練畢業後，我們雖然離開了泰國，但他就像兄長父親一樣，時時牽掛着我們。一看到我們有甚麼情

況就會關心問候。在我訓練回國以後，因為有事，劉弟兄曾來中國幾次，每次他都會停留上海來看望我

們，不為任何目的，只為了看看我們這些他曾經照顧牧養過的孩子們，他會關心每一位的情形，一一問

候。何等的牧養和顧惜！當地的聖徒若有需要，劉弟兄和劉師母也都很敞開交通服事，竭力擺上，沒有

一點推辭和為難。至今這邊的弟兄姊妹都對劉弟兄和劉師母對我們的服事和牧養念念不忘。他實在是我

們的榜樣！ 

 劉弟兄的離世與主同在對我們而言，實在是太突然了。劉弟兄離開我們，對我而言就像失去了摯愛的

親人，生身的父親一樣，心裏的傷痛不能言表。但我知道劉弟兄他乃是被主取去了，他是主所要的寶貝，

劉弟兄的去，是為着豫備主的回來！就像他在世的時候一樣。最後引用李弟兄在倪柝聲文集的序言：「但

願倪兄雖眠，其言不息；儆夫雖去，柝聲仍鳴，直至晨星出現，夜影消散。」 

FTTB畢業 陳姊妹 

 

 我時常感謝主，把我帶到民雄召會，在那裏有許多愛主的家是我們的榜樣，也在那裏，接受劉弟兄與

劉師母三年半的牧養與成全。 

 大一到大四上受劉弟兄的服事，對劉弟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對我們極其有負擔至發怒的服事

者。他總是為我們向着主的不認真而過不去。例如，有幾次許多人晨興都沒帶聖經、詩歌等，便讓劉弟

兄十分生氣。又有一次，為了配合大家的時間，我們擅自將禱告聚會的時間延後。我們的不彀儆醒，加

上沒有合適的交通，說出我們對禱告聚會的不看重，這也讓劉弟兄十分過不去。劉弟兄服事大專時，民

雄大專生是集中在一處弟兄姊妹之家共同晨興的，大家常常來的參差不齊，有時，就是住在那處弟兄姊

妹之家的大專生也常缺席，但劉弟兄是天天來陪我們晨興，幾乎都是準時或提早到，還要去叫醒弟兄姊

妹。一次，劉弟兄對我們時常缺席的情形實在忍不住，向我們發怒。我很蒙光照，纔想到服事者也是人，

其實劉弟兄有多次身體不適，但他知道晨興對我們極其重要，一定要來陪同晨興，但大家竟是這種態度，

為此他又對我們向着主的心發怒到神前。縱使多年後，他被我們磨出更多的耐性，仍可以感受到他向着

我們迫切的負擔。感謝主，他這樣的迫切也把我們逼到主面前，向着主更認真與絕對。 

 此外，對劉弟兄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他是一個為主癲狂的人。真理對他是透亮、極其寶貴至言語無

法形容的。幾乎每次晨興，劉弟兄都為着當天向他發出亮光、極其豐富的主的話而癲狂不已，滔滔不絕

的向我們分享，常常是講到興奮的跳起來。劉弟兄總是用靈傳輸，要把主的話都說到我們裏面。 

 每當冬夏季訓練結束後，劉弟兄會在集中主日對訓練內容有全篇鳥瞰，大家都非常享受。但劉弟兄心

頭的負擔不僅是要給我們魚吃，他更有負擔讓我們能自己抓魚，他要我們人人操練鳥瞰晨興聖言，甚至

在暑假時，嘗試自己從聖經中挑一個主題寫綱要。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很新鮮的嘗試，但卻對

之後在追求真理上，打了一個好的根基，讓我們學習如何挖掘真理。劉弟兄對真理的寶愛與看見，也帶

進許多大專生對真理的渴慕。記得我大一剛入學時，召會生活很不穩定，晨興總是到最後五分鐘纔去，

但在晨興末了，劉弟兄在主話上的供應使我對主有了渴慕，促使我能起來投入召會生活。 

 在神性的餧養上，劉弟兄是不遺餘力，七倍加強的要把基督灌輸到我們裏面，他更是在生活中牧養我

們，並在前頭走神命之路，剛強開拓。因着每天陪我們晨興，劉弟兄對每位大專生有一定的認識，常在

生活中對我們有許多的關心，也藉由人性顧惜對我們有許多專特的交通。劉弟兄十分幽默，相調時總讓

大家非常喜樂，他比大專生更會玩，常趁寒暑假時帶大家上山、下海、跳水等，讓我們在喜樂的氣氛中

彼此敞開，更在靈中調在一起。此外，為着主行動的禱告聚會是他的堅持，劉弟兄十分看重禱告聚會，

除特別因素外都一定要參加，為的是使我們在禱告中對校園、召會有真實的負擔，也在交通中帶進往前

的路。升大四那年，知道劉弟兄將赴泰國服事訓練，心中非常不捨，覺得要是能和我們一起畢業豈不更

好，但心中更摸着劉弟兄剛強開拓、豪邁奉獻的靈；他為着主是拼了，當看見泰國的需要，他便響應跟

隨，全人拼上，並與泰國聖徒們有十分榮耀的配搭。 

 感謝主將美好的見證與榜樣放在我們前頭，激勵我們起來行動，一同奔跑這榮耀屬天的賽程。願感動

弟兄的靈，也加倍的感動我們。 



                                                           邱如亞 

 

致最親愛的劉喜光弟兄： 

 很寶貝那段與劉弟兄過召會生活的日子，那時剛得救，主憐憫我住進姊妹之家，劉弟兄天天來陪我們

晨興、陪我們參加特會、陪我們操練靈，使我們在操練靈的事上立下美好的根基。弟兄是一位有異象、

向主絕對的人。在弟兄將離開民雄前，弟兄與學生們一同，有分兩天一夜的相調，他分享他如何被主得

着，渴慕成為講台上那位分賜基督的人，所以他在中學時，就立志要好好研讀真理。他說，他坐公車甚

至站着的時候就是讀聖經背主話，我纔知道，原來走構成的路，絕不是一時的。 

 此外弟兄也是一位富有人性顧惜的人，常陪我們上山、下海去遊玩，甚至還跟我們一起溯溪、跳水；

弟兄喜歡吃麵，也常帶我們去吃他愛吃的牛肉麵；弟兄喜歡拍照，到那裏都是我們最好的攝影師，記錄

了許許多多召會生活的點點滴滴。 

 弟兄也是一個活在身體交通的人，從不自己定義要去那裏。一次我們與弟兄一同參加完美國夏季訓練

回台後，他告訴我們，之後我就要開着車帶着一家大小，海外開展去了。有時他說，「主很奇妙，我到現

在泰文都還記得，還會說。」但是他都將這事擺在他的禱告中，從不越過主。直到接到劉晨曦弟兄的一

通呼召電話，劉弟兄到泰國服事的電話，他知道這是主的呼召。那段時間，深深感受到，弟兄是把自己

絕對的交出來，他的小女兒慕純曾說，「有一次爸爸打電話給爺爺、奶奶，那天是劉弟兄的生日，他感謝

他的父母在母腹中就把他分別出來，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當劉弟兄掛上電話後，就痛哭失聲。女兒慕

純說，從來沒看過爸爸這樣。」 

 劉弟兄一家赴泰國後，不久，也開始有台灣的學員到泰國開展，更頻頻傳出受浸、召會建立的捷報，

但弟兄說，「這絕不是人手的工作，這是聖靈的工作，聖靈的水流，是禱告得來的。」原來，當我們奉獻

為着主時，主就能大大使用我們，推動祂手的工作。現在，泰國更有了壯年班，主實在是大大祝福了泰

國這塊美地。 

 雖然弟兄暫時離我們而去，但他的靈深深地烙印在我們裏面，與我們同在，願主感動弟兄的靈也加倍

的感動我們。 

民雄 許名織 

 

 何其有幸，在我從訓練中心一畢業，回到民雄召會服事，就能與劉弟兄一家配搭。感謝主給了我絕佳

的榜樣。 

 劉弟兄這個家，所活出的就是「絕對！」不只他個人，他的姊妹，他的孩子都讓我看見向着主的單純

與絕對。 

 劉弟兄每次與學生聚集，惟一的要求，就是要學生操練靈，如同他自己也是一個竭力操練靈的人，我

親眼見證一個學生在操練靈之前和之後有何等的差別！他讓我更清楚地知道，操練靈對一個得救的人來

說是何等何等地重要。 

 劉弟兄對真理的進入和享受總是讓我敬佩和羨慕。每每聽完劉弟兄對真理的解釋和分享，總是讓我得

着極大的開啓與幫助，他總是幫助我們進入並享受真理。 

 劉弟兄對大專生和青年人是非常有負擔的。他總是巴望青年人能彀認識神的經綸，認識這份職事，認

識神在全地的需要。而他豪邁的靈常常激勵我，他說過：「祭壇的火是不能滅的！」這不是要求，而是他

的所是，他的活出。 

 劉弟兄曾經鼓勵我們，要像一顆定住的星，使人能藉着我們找到基督，而我在他身上看見，他自己就

是一顆定住的星，我們能藉着他找到基督。 

 劉弟兄末了面對疾病與死亡的態度，更讓我看見他這一生的所是，是一個絕對為着神的人。詩篇一一

○篇三節：「當你爭戰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獻為彩飾，甘心獻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對你必如清晨的甘露。」

這一場爭戰，他不懼怕，他知道神所需要的就是奉獻的活祭，他是前鋒，甘心獻上自己，成了解神乾渴

的甘露。如今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爭戰中主已經大大得勝了。 

 劉弟兄成了「奠祭」。在創世記生命讀經第八十九篇說到，奠祭也是為着召會，為着伯特利，為着神的

建造的。「…我們需要有許多豫備好澆奠在神建造上的聖徒。這是真正的殉道。殉道是將滿了對基督之經

歷的奠祭澆奠出來。當你滿有對基督的經歷時，你就豫備好能為着神的建造被澆奠，為着神的建造殉道。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需要這點。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亞居拉和百基拉是否殉道，但我們確實知道，



在他們的靈裏，在他們的態度和生活方式上，他們早已殉道了。因此他們是真正的奠祭，不僅是為着敬

拜神，更是為着神的建造。」 

 劉弟兄，謝謝你榜樣的牧養，我們新耶路撒冷見！ 

民雄 顏鄒季華 

 

 「有些人死了，輕如鴻毛；有些人死了，重於泰山。」這是世人對人死的表達。作為基督徒卻有着不

同的理念和盼望：得勝的，要到主那裏，與祂一同打那更美好的仗，並且要勝了又勝，屬天的獎賞在那

裏等待着；失敗的，則要「補課」千年，且要哀哭悔恨。劉弟兄就是這樣的得勝者，以五十多年的在世

光陰，真切愛主，身體力行，以五十換一千。弟兄曾言：「這是何等划算的投資。」 

 弟兄有個肢體語言，釋放信息到激動的時候，時常雙腳離地跳起，那種展翅上騰的意境，讓我清楚感

受到他對主的愛和對主清楚的看見與瞭解，以及他受主耶穌基督那活的盼望所吸引的激動之情。他是看

見主，並且有清楚異象的人！ 

 弟兄全時間服事主，不僅熟識聖經，也是學識豐富的人。弟兄對屬世的名利和錢財不為所動。曾經有

親屬抱怨弟兄，憑他的學識為何不去賺大錢？但弟兄篤定於神的事業，不受攪擾。 

 弟兄離開我們到主那裏去，對於還要繼續奔跑的弟兄姊妹多有不捨，但是主在弟兄身上作了美好的工，

並且要藉着弟兄將神的旨意顯明出來。「死」在弟兄身上發動，「生」在泰國召會發動。神在泰國召會的

旨意要一直顯明，祂的身體要長大，擴大，強壯起來。身體中的每個肢體更要前仆後繼，繼續往前。 

 愛主的人啊，我們當彼此勉勵，不要停下腳步，同着這些榜樣，憑着主的憐憫與祝福，一同前進，不

要掉隊！ 

 願主賜福劉弟兄全家人，因為愛祂的人，祂要施恩典，直到萬代！也願主祝福並剛強泰國召會！ 

 泰國弟兄 

 

值得回憶的弟兄 
 賽五三 7：「…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去被殺，又像羊在剪毛人面前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約十二 24：「…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自二○一三年二月底我來到泰國曼谷，在曼谷召會七區過召會生活，劉喜光弟兄不僅在七區服事、牧

養我們，並在小排裏服事牧養我們。 

 劉弟兄小排活潑、生機的分享總是能叫我重新得力、倍加激勵，使我從主的話中得着開啓、安慰。回

想他每週四晚上，他都會開着會所福音車，載着一車學員與麗秋姊妹繞路再來載我去參加禱告聚會；有

時工作回來遲，不用擔心，他依然會在我們巷口等着我一同去參加禱告聚會。每每想到這裏，心中不由

的傷感，淚忍不住的流下來，閉上眼睛，歷歷在目他在福音車上與學員們的交通和說話，彷彿就是昨天。 

 五月五日晚上，在曼谷 FTTB2 訓練中心參加泰國負擔的特會分享，劉弟兄腰間綁着腰帶。用泰文分享

信息打負擔：「泰國 13 所大學，5 年間要得着 1,300 位大學生，其中 100 位要進入 FTTB 青年訓練班，要

往全泰去開展傳福音。」劉弟兄為着泰國福音校園、曼谷青年班的豫備，心中焦急，如同火燒。看着他

綁着腰帶，還是竭盡全力的在打負擔，可知他對泰國福音的迫切。他在竭盡全力呼召 13 所大學，需要 5

個家去配搭，他為着神的國、神的需要是那樣的奮力作戰。他為福音是完全拼上自己，完全花費自己，

因為他知道壯年班弟兄姊妹們來到 FTTB2 就是要得着主的話、真理的裝備；他知道 FTTB 青年班的需要，

他知道神在泰國的需要和行動，他知道自己必須配合神的行動，所以他疾病中還堅持給壯年班上課。夏

弟兄經常提說，劉弟兄給他們上課都能叫壯年班高昂、澎湃、流淚、悔改…。劉弟兄六月回台灣前給我

們寫一封信，他一再託付、囑咐我們要為泰國福音禱告、為大學校園禱告，不要為他的身體受攪擾，他

清楚主在他身上的旨意，他知道主將要帶他走到那步。他沒有任何怨言，在疾病中喜樂、仰望信靠主，

他對主的依靠沒有一刻放鬆過，他並不在意自己的身體情況，只在意神要在泰國的行動和權益。…受苦

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去被殺，又像羊在剪毛人面前無聲，他也這樣不開口。 

 他回台灣後，我們都巴望他能在兩三個月的治療中，就得痊癒、康復，很快就能會回來，回到我們中

間，一同小排、主日，回到起初。但是，八月十二日早上聽到弟兄被主接去的消息後，心中都無法接受，

腦海突然伏出他在小排中，活力生機分享信息給我們的動作、表情、眼神…。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主阿，是的，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是為要結出許多子

粒來。主阿，願我成為這許多子粒中的一粒！主阿，劉弟兄留下負擔，是主的負擔，也是要成為我們的



負擔，給許多的子粒來接這這棒。主，我們願奉獻自己、奉獻家來接這棒，我們願移民到校園。主，你

記念劉弟兄對我們靈裏的扶持和牧養。 

 歷歷在目劉弟兄與我們小排聚會、小排愛筵、主日他的身影仍歷歷在目，成為我們美好的回憶。 

泰國曼谷 夏業根、夏張春紅 

 

 最初認識劉喜光弟兄，是父母帶着我們剛進到召會的時候，他們一家在逢甲服事大專，我們與喜光叔

叔、麗秋阿姨還有聖軍、顥晨一同過了幾年的召會生活。劉弟兄接着轉為服事青少年，我也進入青少年

階段，喜光叔叔帶着我們一羣高國中的弟兄姊妹，在逢甲會所地下室開始了青少年主日擘餅的聚集，也

帶着我們上山下海去特會、相調還有青少年錄影訓練。之後他們一家就到泰國開展，後得知他們回台灣

服事一段時間，又再次回到泰國開展。 

 時隔多年，主給我一個機會，在二○一三年與妹妹一同回到妹妹訓練時的開展地─泰國，很喜樂再次

見到喜光叔叔和麗秋阿姨，他們一點兒也沒變，仍是為主剛強開拓，在那裏得人得地。約有一週的時間

與劉弟兄一家及曼谷的聖徒們同過召會生活，那時所見到的光景使我很受激勵，看見主給喜光弟兄的眼

光實在是大的，主也在那裏得着一班愛祂的弟兄姊妹，他們在那裏一同生活也一同開展，不被語言、國

界或時間所限制，同心合意地為着將國度的福音傳揚出去。在那裏劉弟兄一家與聖徒們來到禱告聚會中，

不僅僅為着曼谷本地的情形交通、禱告，更為着整個泰國、東南亞的情形在主面前尋求。他們來到小排

聚集裏一起關心每位福音對象和小羊的近況，談到一個個校園的開展，交通主在泰國、柬埔寨、寮國…

等地福音行動的往前，弟兄姊妹更相約安排幾個月後一起到寮國開展。 

 感謝主給我看見劉喜光弟兄這一個榜樣，因主愛的吸引而全然擺上，將人放在心上、牧養主的羊，即

使在病痛的為難中，仍竭力忠信服事，並將從主領受的託付帶給弟兄姊妹們，在身體裏一同往前。使徒

行傳一章八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願主也得着我們作祂的見證人！ 

彭錢伊筠姊妹 

 

 劉弟兄是在我第二年訓練的時候舉家遷回泰國，是主的憐憫能和弟兄一家有份於訓練的服事！這四年

多的陪伴如今還歷歷在目，感謝主。我們的弟兄是一個滿了學習的靈，愛的靈，犧牲的靈、榮耀的靈、

竭力的靈並禱告的靈的人；為主在泰國的權益竭盡一切，傾倒香膏的人。 

滿了學習的靈 

 有一段時間，為了扶持曼谷九區（現在的 RANGSIT 召會），每個主日，弟兄都會帶着我們駕着 15 人

座的福音車跑幾十分鐘的車程。在車上，就是弟兄加強學習泰文的時間。在我們的眼裏，他的泰文已經

很厲害了，可是他都虛心的請教說泰文的學員：泰文的發音、詞的意思、句子的翻譯！然後轉過頭來，

對我們很有負擔的說：我們要把臉皮踩在腳底下，我們要用泰文申言！我們要將基督用泰文說到人的裏

面！五十多歲了，弟兄學習的靈實在激勵我們！ 

滿了愛的靈 

 在訓練的服事很忙，一有空閒，弟兄就邀我們幾個輔訓到家裏，叫師母為我們豫備飯食，我們存着歡

悅單純的心一面用餐，一面交通，禱告。現在回想起來，在這個家中，我們不知得了多少的安慰，鼓勵，

加強！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看着我們幾個穿着訓練的制服，整齊地站在他面前，他臉上洋溢着滿

足，笑着對師母說：「看，我們的孩子！」 

滿了犧牲而又榮耀的靈 

 其實在私下，弟兄常提起他的父母親，和我們講他們愛主的經歷，作為兒子的他講到父母的晚年幾度

哽咽。可是，他也常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配不過我！向着主的呼召，為着祂的權益，他面如堅石，絕

對奉獻！如今腦海裏也常浮現一幅圖畫，弟兄站在講臺上，從深處呐喊：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

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滿了竭力的靈 

 記得一個學員回憶到，去泰國南部看望開展隊回來的路上，他說：我不在意這些孩子們結多少果子、

牧養多少人，我在意他們享不享受，這些孩子傻傻地擺上青春，花上時間，不顧家人的反對，傻傻地開

展，開展不下去了，還傻傻地撐着。然後，他哭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常常能看到弟兄一個人背



上行囊，走南躥北，火車、客運、板凳車、摩托車…全泰都留下了他看望的腳印! 

滿了禱告的靈 

 雖然弟兄離開我們，但耳邊總回盪他在一○四輔訓辦公室驚天動地的禱告，雙膝跪下，俯伏在主面前，

謙卑認罪，又斥責撒但，並為着訓練的每個學員，每一項服事，泰國的各地的開展，每個開展隊，主行

動的往前，為着神的經綸，在禱告中與主親密無間！也依稀聽到，他迎着早上的太陽，呼求主名，思念

主話，心中懷着全地，代求代禱！ 

最後一面 

 和弟兄見的最後一面是在 WECHAT 的視頻上，他這次回台灣的前一天晚上。弟兄見到月子裏的我和

寶寶，十分喜樂！我還囑咐他，要注意身體，不要老是說到激動處就整個人跳起來，小心腰再受傷了！

可是弟兄說，Double 玲，不是我想不跳就能不跳的！師母也在一旁說：你知道的，玲玲！一面心疼，一

面又被激勵，弟兄是一個隨從靈的人！記得這次的交通，弟兄留下了一句話，雅歌四章六節下：「願我的

良人進入自己的園裏，吃他佳美的果子！」 

 如今，主偷走了我們親愛的弟兄，但我們知道，他在他的園子裏，為主豫備了許多佳美的果子，他和

他所愛的良人同在！也在我們中間繼續譜寫這神聖的羅曼史！ 

有祂無我，除祂無為！ 

惟祂此生，捨祂何歸！ 

享祂回回，因祂成灰！ 

是祂所愛，望祂歸歸！ 

－摘自張晨新弟兄對劉喜光弟兄的悼念！ 

FTTB 陳風響、陳陳玲玲 

 

 今年年初，在一次曼谷及周邊全時間者事奉交通聚會中，劉弟兄分享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他說

每早晨五點的鬧鐘一響，他就迫不及待的起來，他不願意在床上多待一秒，他深覺主回來的日子近了。

當時我聽到這樣的分享，覺得非常稀奇，劉弟兄為何會有如此迫切的感覺。我當時就心裏俯伏，向主敬

拜，主阿，在每個時候，總是有人在迫切地等待你的回來。主阿，赦免我的遲鈍、打盹。我們的弟兄實

在是一位與主情深，愛主心切的弟兄。 

 還記得我和弟兄剛來泰國不久，劉弟兄和劉師母就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吃飯，劉弟兄非常喜樂的告訴我

們，你們知道麼？我們這個房間曾經一次邀請過三十多個人來家裏吃飯呢！哇，當時聽了真覺得不可思

議。感謝主，我們的弟兄是打開家，抓住機會，熱情款待弟兄姊妹的好榜樣。 

 很寶貝，我們的弟兄，每次見面時，那副使人得加強的笑臉，那宏亮又親切的提名問候聲。雖然我們

的弟兄肉身與我們分離，但他向着主的絕對和信，他那剛強開拓的靈，激勵了許許多多向我這樣的年輕

人起來答應主的呼召，投身主的行動。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希伯來書十二 1 

泰國曼韶通 Dew 

 

 劉喜光弟兄，謝謝您和麗秋阿姨在大學時期給予我們的照顧和關懷。您是一位活基督、彰顯基督，也

是一位滿了神性餧養與人性顧惜的弟兄。依稀記得那時我和姊妹們只是年幼的大一、大二姊妹，你們總

是不吝給予我們滿滿的關心和鼓勵。即便那時的我們懵懂無知，您卻還是熱情友善地和我們分享您所愛

的主、對主耶穌新鮮活潑的經歷。您餧養我們、扶持我們、關心我們、肯定我們，讓我們對主耶穌滿了

信心，使我們享受身體生活。在我的記憶裏，您是個喜樂洋溢的弟兄，每當聽您分享您的經歷和對主的

享受時，都深深摸着年幼的我，使我得着供應和加強。 

 劉喜光弟兄，謝謝您愛主的榜樣給我們，回憶起在民雄召會的日子，您和姊妹的服事至今仍感念於心。

您的離去，令弟兄姊妹們哀慟不捨。劉喜光弟兄，感謝您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勞苦與付出。願主耶穌的恩

典與憐恤，親自安慰家人和弟兄姊妹們的心。 

馬來西亞 蘇燕婷 

 



 我是 FTTB14 期的學員。時而想起劉弟兄在課堂上跳起來給我們講課的身影，他是那樣的用靈！十四

年前，他與我們一起去泰國南部，講述着和劉師母的戀愛故事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鮮活！他留在我心

裏的感覺是永活的，我們的弟兄只是先我們一步睡了！他在主的懷抱裏！ 

FTTB14 學員 

 

良師益友，慈母嚴父 
 在我的印象中，劉弟兄是屬靈的導師，也是知心的朋友；是慈愛的「母親」，卻又是嚴厲的父親。 

 在訓練的課堂上，劉弟兄是一位滿了神聖話語傳輸、生命豐富供應的教師，弟兄為了上每一堂課，都

會提前好幾天就開始豫備、禱告、尋求。弟兄看中課堂，尊重聖靈，聖靈也藉着我們的弟兄給了我們許

許多多屬靈的幫助。在劉弟兄的課堂上，他常常會提到三個字：「操練靈！」弟兄不止是講操練靈，他自

己就是一個操練靈的人，弟兄言傳身教，使我們在操練靈的事上受益匪淺。 

 在私下的生活中，劉弟兄也是我們最知心的朋友，他常常會留心我們屬靈的情形，並帶到禱告當中，

在合適的機會下，就會找我們交通，找我們談心，在一起的交通中。劉弟兄也常常向我們毫無保留的敞

開自己，我們也願意向我們的弟兄敞開，把我們的情形交通給他，弟兄常常給我們有及時的幫助。 

 後來我們有機會和劉弟兄一起配搭，其實是主給我們機會在劉弟兄的身邊接受他的成全和照顧。在這

個過程中，更是讓我看到了劉弟兄身上那周全柔細的人性，他不止關心我們屬靈的情形，他也像一位慈

愛的母親一樣，照顧我們身體的輭弱，顧到我們在服事中的勞累。劉弟兄常常會請我們去他們家或是他

們的小排愛筵，甚至在長達一年之久，劉弟兄和劉師母每天早上會為我們豫備各種各樣的果汁來給我們

的身體補充營養。 

 在陪同我們的過程中，劉弟兄也有意的在成全我們，給我們各樣的機會去操練，操練事務服事、操練

為主說話…並在操練的過程中，給我們有幫助、有引導，有時候會耐心教導，有時候也會嚴厲指責，這

個時候，劉弟兄就像我們的父親一樣。 

兩次特會，兩種命運 

 第一次特會，劉弟兄發病；第二次特會，劉弟兄離世！ 

 第一次特會是今年五月初，在曼谷有一週的全國負責弟兄及服事者聚會。這次聚會決定了泰國要來五

年大專校園工作的計畫，這是弟兄們共同的目標。這次聚會，劉弟兄的負擔很重，他跟我們說他的壓力

很大。聚會只開始二至三天，劉弟兄就發現腰痛，但他不顧身體的疼痛，堅定持續的到聚會結束。 

 起先，我們只是以為劉弟兄或許是太過疲勞而帶來腰部的疼痛，之後也有去治療，但都不見好轉，直

至六月中旬，劉弟兄因為要回台灣參加兒子的全時間訓練畢業典禮，纔到醫院作了全身檢查，發現有癌

細胞已經擴散到了骨頭，這樣的消息就好像一場惡夢一樣，我們誰都沒有想到。 

 然而，藉着全球眾召會的代禱，我們確信主要藉着劉弟兄作奇妙的事情，甚至我們希望在八月十二日

的曼谷國際相調特會上能彀看到劉弟兄作主死而復活的見證人，能彀聽到劉弟兄在作死而復活的見證。

主確實答應了我們的禱告，卻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台灣時間八月十二日早上 07:52 分，我們得到來自台

灣的消息，劉弟兄被主接走了！ 

 是的，這次的特會，劉弟兄對我們釋放話語了，劉弟兄對我們作見證了，只是跟以往不一樣，這一次，

不是看得見的，乃是看不見的；在特會中釋放話語的弟兄們為劉弟兄作了美好的見證，他就像一粒麥子，

落在地裏死了，要在泰國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 

 我們相信，我們的弟兄已經得勝了，他跑盡了他當跑的賽程，歇了他在地上的勞苦，如今到主那裏安

息享受，直到有一天與主得勝的回來。我們也相信，我們的弟兄在泰國的勞苦與付出，在不久的將來，

會有萬倍的繁增和收成！願榮耀頌讚歸給主，羞辱歸給仇敵，祝福歸給召會！阿們！阿利路亞！ 

泰國 W.B 

 

 二○一一年，我們到泰國參加特會的時候，第一次與劉喜光弟兄見面，並交通我們往泰國開展的負擔。

當我們問及劉弟兄，為何會到泰國開展，他的回覆是，主耶穌對他的呼召十分清晰，這是因為劉弟兄對

基督與召會的奉獻是絶對的。 



 二○一二年，我們也答應主的呼召，前往泰國開展。開展近兩年的時間，每個週一的早上，全時間弟

兄姊妹來在一起，一同追求主的話，交通及禱告。當遇到一些真理的問題時，劉弟兄總是能彀以剛強的

靈，清楚的把真理陳明出來。劉弟兄實在是一個被真理構成的人！ 

 每當我們在開展上遇到一些難處，我們就前去與劉弟兄交通。我們一臉惆悵的時候，劉弟兄卻是以溫

柔的笑容與我們交通禱告，把我們從煩擾的心思帶回到調和的靈裏；外面的難題不一定得着解決，但是

裏面卻有舒暢的感覺。有時侯，劉弟兄也會找我們交通，關心我們的情形，劉弟兄的靈既清明又柔細，

每次交通過後，我們都得到神聖的餧養和人性的顧惜。劉弟兄是我們的榜樣，是主忠信的僕人。 

 每次想起劉弟兄的時候，總是想起六四八首第四節這首詩歌： 

我不敢稍微失敗，當此日西時辰， 

因為我主正等待，要說「好！我僕人。」 

求主今日從天上，從新賜我能力， 

使我作個得勝者，得勝一直到底。 

(副) 得勝，得勝者，都因着髑髏地。 

使我作個得勝者，因着你，因着你能得勝。 

 願主藉着弟兄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每一位，作祂今時代的得勝者，與這位奮力活動的神合拍，催促主

的回來﹗讚美主﹗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希伯來書十二章一節) 

主內 梁子豪、梁葉慧嫻 

 

領我事奉主的啟蒙導師 
 認識劉喜光弟兄，是當我還是兒童的時候。真正對他熟悉，是我青少年的時候。被他愛主事奉主的心

志所激勵，是全時間訓練的時候。 

 兒童時，對劉喜光弟兄的印象很單純的，就是一個「講話很大聲、表情很嚴肅」的弟兄，那時麗秋姊

妹服事兒童，我總是「喜光叔叔、麗秋阿姨」的叫着，對於這對全時間的夫妻，最深刻的感覺就是：弟

兄永遠不苟言笑，姊妹永遠和藹可親。 

 青少年時，台中市召會開始對國、高中有成全，喜光弟兄是當時青少年專項的全時間，那時全台中只

有一處青少年區，就在方舟會所主日。他總是一大早開着車，把我們這些青少年從家裏載去主日，下車

後看他提着聖經包，總是歪一邊走路，纔知道他總是把新舊約聖經、詩歌、週訊、許多書報都帶在聖經

包中，隨時豫備好供應聖徒話語。寒、暑假時，他對青少年的成全很有負擔，就首創了為期四～五天的

「青少年錄影訓練」。其實，我對訓練的信息內容都完全沒印象，也聽不懂，聚會一直打瞌睡。但是對於

他的服事，卻一直的擺在心裏。聚會中，他只要看到大家睡成一片，就要我們起來操練靈，起初大家都

很不習慣，喜光弟兄就在台上禱告，又跳又叫的，漸漸地，把青少年的靈都叫醒了！大家也開始又跳又

叫的操練靈！他也和青少年出外相調，上山下海，印象很深刻是一次暑假墾丁相調，我們在墾丁搭帳篷

過夜，位置剛好在落山風底下，帳篷被吹得晃動得非常厲害，我們幾個青少年根本睡不着，出到帳篷外，

就看到喜光弟兄坐在帳篷外，拿着書報，靠着露營燈的燈光替大家守夜，纔知道隔天他有場聚會需要講

信息，看見他真是抓住時間讀主話的弟兄。他也帶着當時的青少年認識全時間訓練，帶着我們參加大小

特會，一有機會就鼓勵我們上台奉獻報號參加訓練，當時根本搞不清楚狀況，只覺得奉獻就對了，沒想

到這樣的奉獻真的把我們一個一個都帶進了全時間訓練！ 

 全時間訓練時，他從泰國回來替學員上課，雖然已經很久沒見到他，但聽他的信息及分享還是很被他

奉獻的靈所摸着。他和以前一樣，在台上又跳又叫，因着主而火熱！使我裏面很被震撼，到底弟兄是如

何的愛主，纔能對主有這般的瘋狂。 

 現在我們家也打開家專項服事青少年，對於喜光弟兄以前如何服事我們有很深的感覺，他為着年青人

全然擺上自己，對人裏面的光景及成全很有負擔，不管自己再疲累都衝第一個。他真的是主擺給我們美

好的榜樣，叫我們也能如此愛主為主瘋狂，叫我們也能為人全然擺上！ 

 喜光弟兄，謝謝您曾經勞苦的服事，也謝謝主將這美好的榜樣擺在我們面前，您以前如何服事我們，

盼望我們也能這樣服事人！ 

台中 郭蘇宇晴 



價值存到永遠的服事 
初次見到喜光弟兄，是在我高中特會時，他和張平、永光弟兄的配搭，眾人如同一人。 

第二次再見到弟兄，已是他們全家從泰國回台，在新莊服事的階段，期間，劉弟兄帶領我們(文壽家，

為光家，建霖家)一同服事青少年。每週三，在劉弟兄家，有愛筵、相調、事奉交通，更有當週晨興聖言

進入，裏外同得飽足。愛筵的人數是多的，並且維持了好長的一段時間，雖不容易的，但劉弟兄家始終

喜樂的為我們眾人擺上。事奉交通時，劉弟兄的眼神、他的負擔、他的堅定，至終令我們難以忘記。幾

次劉弟兄帶着青少年去相調，劉弟兄對相調的各面規劃，是細緻的，達那依谷、神祕谷的相調，令我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劉弟兄向着人是柔細的，向着主是絕對的，而麗秋姊妹，無論何時，是劉弟兄身邊

最喜樂的配搭者。 

記得與劉弟兄家配搭的那一段時間，我的大女兒聖安，比慕純小一歲，經常接手慕純穿不下的衣服，

聖軍和顥晨屬於青少年的階段，卻絲毫沒有給人青少年叛逆的感覺。有一次麗秋姊妹覺得很有趣與我分

享當時就讀幼兒園的慕純，獨自在房間中跪下來竭力呼求主名的景象。麗秋姊妹說，慕純是在學爸爸，

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因此，我也間接知道劉弟兄在家中，仍向着主有扎根的屬靈生活。劉弟兄也在照

顧兒女的事上幫助我，我的大女兒當時約三歲，剛從外婆家搬回來與我們同住，在習慣上有許多需要調

整的地方，充滿人性的劉弟兄，對我說：「一次不要對付她太多的點，一次對付一個點就好，不然孩子會

受不了」。劉弟兄家開飯，是一定禱告的，麗秋姊妹曾說，有一次她和劉弟兄不在家，只有兩兄弟在家，

然而，弟弟要吃飯了，就請哥哥來一起禱告，然後纔開始用餐。我心想，父母不在家，孩子還能彀這樣，

這應是尊主為大的家，基督是作到孩子們裏面了。孩子犯錯時，他們的作法是，不在對錯裏，而是帶着

孩子到主面前來禱告。離開新莊後，劉弟兄家到嘉義服事，顥晨留在新莊讀國三，劉弟兄會打電話和顥

晨晨興，劉弟兄在牧養兒女上也是看重的。 

劉弟兄家離開新莊到嘉義服事，在一次的機會下，他們北上參加聚會，有短短的時間我們碰面，我帶

着孩子坐在車上，劉弟兄遠遠走來，我們簡單的打招呼。劉弟兄要離開時，對我說：「玉娟，你長大了！」

我問劉弟兄，怎麼知道？劉弟兄說是「直覺」。雖然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並沒有忘記，因為與劉

弟兄配搭的那段時間，我的環境與情形並不是太好。劉弟兄這話對我來說，是顧惜和是鼓勵。 

這一些回憶，到永世裏，我們都還會見面，並且一再提說，因為劉弟兄在我們眾聖徒身上的服事，是

存到永世！ 

新北市 許文壽、許林玉娟 

 

一個得勝者的靈 
 「我是××大學的神人，××大學因我而有意義!」在二○○六年大專一週全時間訓練的課程中，劉喜光弟

兄要學員們起來宣告。當時的我是個要升大一的新鮮人，還不知道要到那所大學就讀，但我實在被弟兄

豪邁的靈所震撼，就簡單的奉獻、宣告，也認定這就是我所要過的大學生活。不久後我考上中正大學，

當我到民雄會所時，看到服事者就是劉喜光弟兄，我相信這是主所作的，是主帶領我到那裏受成全、過

召會生活。 

因真理同歡樂 

 劉弟兄天天陪學生晨興，帶我們操練靈、解開真理要點、帶我們進入綱要思路，弟兄釋放話語時的靈

真是不顧一切的、癲狂的，他巴不得將他所領受的話語亮光全部灌輸給我們，他巴不得將我們搞得像他

一樣。劉弟兄和師母也陪學生在校園裏讀經、家聚會，忠信的用神的話來牧養人。感謝主，藉着劉弟兄

的服事，開啓我對神話語的胃口，也照樣和同伴們操練在校園的各讀經小組中牧養小羊；雖然要多花一

點時間、出一點代價，但回想起來，這是我在校園生活中最喜樂的時光。 

「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啟示錄十四

4) 

 後來主帶領劉弟兄和師母繼續到泰國服事，但有幾次與他們見面時，摸着劉弟兄和師母依然是關心各

地聖徒們的情形，他們的心真是在全地的。及至劉弟兄病了，但劉弟兄的靈依然是一樣的，是一個得勝

者的靈！主將親愛的弟兄擺在我們的前頭作了美好的見證，求主憐憫、加強，使我們能靠著那靈繼續、



竭力的走這得勝的道路。 

新北市 吳陳琬如 

 

追念劉喜光弟兄 
 那一天，讀到劉哥對陳姊說，「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基督多！」這就是我認識的劉哥！ 

 記憶中的劉哥是單純，絕對，且豪邁的！單純的跟隨主，絕對的事奉主，並且豪邁的愛主！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見你。」（約伯記四十二章五節） 

 那一年，我參加「約伯記生命讀經」的錄影訓練。有一天下午，劉哥要所有兒童班長大的孩子上台應

考。一開始，大家都不明白為甚麼，只是乖乖的拿着申言稿上台。當我們很緊張的唸完自以為很完美的

申言稿時，劉哥要我們放下手中的稿子，操練靈，再說一次。不彀用靈，就再說一次！我們幾個重複說

了好幾次。直到最後，劉哥要我們忘記旁人，操練靈呼求主名，直到碰着主。那是第一次，我經歷了不

見一人，只見耶穌！我也終於了解劉哥為何叫我小約伯。我總是在自己以為的敬虔裏來事奉，也一直在

知識善惡樹裏，來分析周遭的是非對錯。但是，神所要的，只是基督自己，祂所要作的，只是要把基督

作到我們裏面。感謝主，這樣的操練把我拯救到生命的原則裏，也叫我更迫切的要得着基督！那時候，

劉哥單純要主的心，深深地影響我！ 

 「我們若活着，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馬書十

四章八節） 

 住姊妹之家時，劉哥和陳姊不僅在屬靈上成全我們，更在生活中豫備我們成為一個事奉主的人。

晨興、晚禱、真理追求、事奉交通、專項事奉、整潔、飯食服事、校園福音、新人餧養，還有寒暑假的

特會訓練，劉哥和陳姊耐心的陪着我們一同經歷，一同受成全。那時候，我很渴慕參加全時間訓練。但

因着主的帶領，我來到了加拿大。出國前夕，有一點感傷，覺得訓練中心離我越來越遠。劉哥告訴我，

全時間訓練是一個過程，但不是終點。事奉主是一輩子的事，因為我們是屬主的人。那時不太懂他的意

思，只是被他豪邁的靈和絕對的態度所鼓勵，重新將自己奉獻給主。出國後，經歷了讀書，全時間訓練

和在職。每一次，當我在工作與召會生活中掙扎時，劉哥那句：「事奉主是一輩子的事」就再一次題醒我。

他總是說：「全時間服事是我們的正業，屬地的工作是我們的副業，所以，不要搞不清楚，不務正業！」 

他對主的絕對，成了我在職生活中最大的鼓勵！ 

 細細回想姊妹之家的點點滴滴。劉哥和陳姊為我們立下一個愛主，事奉主的好榜樣。如今，劉哥走了，

像寶貝一樣，被主取去。我心中縱然有千萬的不捨，卻深知主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劉哥在病中仍牽

掛主在地上的權益，叫我深受的感動。他從不為自己求甚麼，只是單純、絕對、並豪邁的活出他所愛的

主！感謝主，劉哥一生的見證，激勵我們眾人繼續忠心，竭力的奔跑這屬天的賽程。不為自己求甚麼，

只願向主死！向主活！  

加拿大 王韶薇 

 

對劉喜光弟兄的追念 

 劉哥是主忠信的僕人，主的愛人，是主爭戰的弟兄；他是一個有清潔的良心，無偽信心的人，正直、

敞開、寬宏、慈良、絕對、不怕死的見證人。回想第一次碰見劉哥，是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在台北三會所，

那時我剛得救不久，第一次參加高中特會；還記得那次的主題是「作主熱戀中的情人與作主轉移時代的

青年人」，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誰，但我能摸着他的靈，他不僅口中傳揚信息，他更是將全人傾倒出來，

讓我深深地碰着了主；於是剛蒙恩的我，竟也懵懵懂懂地把自己起初的愛奉獻給了主，願意把大學的四

年交在主的手中，那時甚至燃起一生全時間事奉祂的心志。 

 一九八九年十月，主帶我到台中逢甲大學讀書，並且入住姊妹之家。感謝主的憐憫，經過了兩個年頭

後，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劉哥和陳姊帶着兩個幼兒住進逢甲會所ㄧ樓來服事我們，叫我們飢渴的心得着

豐沛的澆灌。 

 從整潔房舍起，每一件事都是他們帶着我們一起來作；還記得當時逢甲學生中心在全台中弟兄姊妹之

家整潔比賽中得了一個優；一位學妹（王容華姊妹）因着來參觀姊妹之家後，因着羨慕，立即從宿舍搬

入姊妹之家；他帶我們過規律的團體神人生活，使我們的生命能在規範中逐日成長；他也帶着我們成立



學生中心伙食團，成全我們學習服事配搭飯食，我們真是天天存歡躍單純的心用飯。此外，他還帶我們

學習事奉交通、開展校園，那時我只是一個略有一點心願的一他連得姊妹，我不覺得我能給出甚麼提案

或幫助，但他給了小子機會能在他和學長們身邊用眼用心學他們的榜樣，我真是有福！ 

 每一次弟兄姊妹之家的晚禱，都是我最最期待的聚集，他帶我們認識、珍賞基督，帶我們經歷基督是

包羅萬有的美地；他跟我們講主恢復的歷史，帶我們認識召會，這兩年，這一路真像是全時間訓練前的

豫嘗。他也帶我們在福音的傳揚上，經歷怎樣同魂一齊努力，多次在團體的爭戰禱告中，我們經歷與基

督一同坐在諸天之上，與基督一同踐踏蛇和蠍子。記得一次開學的福音聚會，聚會聖靈厲害的運行，甚

至不需會後鼓勵推動，一個個上樓排隊受浸，一下子受浸了了二十六個果子。他也帶我們走了半個台灣，

一路訪問鄉鎮開展隊，藉着那一趟旅程，事奉並開展的異象與心志深深萌芽在我們許多青年人的心裏。

我能見證，藉着他的服事，他實在把基督與召會，也把他自己的榜樣都書寫在我們的心版上了。大學這

兩年的時光，永生難忘，在永世裏仍舊要回憶一遍。 

 是主的憐憫，因着有這兩年的基礎，使我能接續到訓練中心，繼續受主的成全與榜樣的牧養。在畢業

的關口是很輭弱的，但他們沒有太多外面的推動，但我深信他們是在金香壇那裏推動了我。他們這個家

的見證就像使徒保羅說的：「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且完全花上自己」，不僅是他們僅有的，能有的，

甚至他們的時間、心力、體力，他們的膝，他們的淚，他們的全人都給了主也給了我們。 

 保羅對提摩太說：「但你所學習、所確信的，要活在其中，因為知道你是跟誰學的。」「但你已經緊緊

跟隨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逼迫、苦難。」剛從訓練中心下來的他，他

自己就是這樣活在其中，所以也成了我們的榜樣。謝謝主的憐憫，是他們把我們許配給基督，是他們讓

我們愛上基督，為祂的經綸癲狂，是他們叫我們認識這份職事的工作，是他們榜樣的吸引，叫我們願意

跟隨羔羊再往前去。主阿！若是他的去如同初熟的果子，是為滿足你，那我就願收拾起一切的傷痛不捨，

阿們你的意思。 

 我也願用阿們來回應這句話：「但你們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活在其中，因為要知道你是跟誰學的。」

主阿！求你感動你僕人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 

加拿大蒙特利爾 陳劉淑真 

 

 劉弟兄是主賜給召會的恩賜，更是位神人榮耀彰顯他所信的神。每次的湧流供應神聖三一時總是信心

把握十足，令人勵賞。有幸地從接待交通中而認知弟兄一生所認識經歷追求的神已成為他的構成。 

成熟的主要取去，雖萬萬不捨，卻只有低頭敬拜，耶穌是主！ 

 弟兄留給我們的榜樣是－善於教導的教師，基督的精兵，場上的競賽者，勞力的農夫，並分解真理蒙

稱許無愧的工人。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父的愛，聖靈的交通與弟兄家人同在。 

美國鑽石崗 章宏年 

 

 劉弟兄是我大學時代的服事者，在他要調來民雄召會之前，我們就耳聞這位服事者很嚴格，據說跟他

吃飯的學生會緊張到挾菜手都會抖。學生們都非常緊張這位服事者的到來。 

 劉弟兄來以後，天天早上陪我們晨興。真理ㄧ面，弟兄天天幫我們解開真理要點，也帶我們如何研讀

真理，每次跟弟兄研讀都覺得真理是那麼的透亮。他常帶我們研讀真理，教我們如何進入書報，跟弟兄

研讀時都覺得真理非常有味道！ 

 劉弟兄也是我們操練靈的榜樣，劉弟兄總是率先操練靈，總是那麼釋放，點活我們的靈。我們有時候

晨興時都還睡眼惺忪，動口沒動靈，弟兄對我們沒有操練靈總是過不去，甚至生氣我們不操練靈，他對

我們操練靈非常有負擔！記得他說過，我們需要花一兩年的時間，刻意的，竭力的操練，讓操練靈變成

一種堅強的習慣！ 

 記得每天早上五點多，從姊妹之家走到會所的路上，就可以聽到劉弟兄在會所門口的走道求主名的聲

音，每天都堅定持續，這個聲音成為我最熟悉的聲音！總是那麼吸引人也想跟著呼求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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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弟兄說過，每天都要晨興，尤其是週日，他最討厭人家主日反而起得很晚，不好好晨興。主日更要

早起親近主！ 

 劉弟兄不只在屬靈上是我們的榜樣，他也在人性上顧惜我們，總是一手規劃特會相調地點，帶我們遊

山玩水，在我們心情放鬆特別敞開時，劉弟兄便開始交通他的負擔！我們那時便樂意接受他的負擔。 

 每次劉弟兄出國參加特會，總帶回我們最愛吃的巧克力！在人性上顧惜我們。雖然劉弟兄談到屬靈負

擔時很嚴肅，但是他卻有很可愛的一面，對我們這些像小孩子的學生，他就收起嚴肅，作小孩子。有時

候開劉弟兄玩笑，他還會露出靦腆的微笑！像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劉弟兄是身教重於言教，他的活出對我們就是一種榜樣，他服事的學生也幾乎都參加訓練，因為弟兄

活出基督，讓我們羨慕追求基督。 

 去年初劉弟兄帶泰國的聖徒來舊金山相調，參加冬季訓練。劉弟兄一方面要開車，一方面還要顧到聖

徒的需要（半數上是年長的），有時候參加聚會還需要講一些話。雖然外面很疲累，但是劉弟兄分享時

還是一樣釋放靈，他的說話是那樣的摸到人的靈！他們要離開時，我很不捨，眼淚在眼眶打轉，劉弟兄

非常積極鼓勵我好好追求主！ 

 沒想到去年一面是最後一面。雖然弟兄成為奠祭到他愛的主那裏，我們也會跟隨弟兄的榜樣，繼續奔

跑賽程，我們新耶路撒冷見！ 

Burlingame 方楊憑恩 

 

 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是六七年前，在曼谷召會的一次集中相調聚會，只見弟兄姊妹們奔走相告：劉

喜光弟兄要來了！有人開懷阿們，有人驚喜地確認，真的麼？當時我就想，這是怎樣一位愛主的弟兄呢，

贏得大家如此的厚愛和期待！ 

 後來，我真的見到他了！清瘦硬朗的外表，喜樂豪邁的性情，就像是一位遠道而來的使者，筆直偉岸

地站在台上，聲音宏亮清楚，有時候激動地舉起雙臂，有時候又滿了柔情。他分享的信息總是很釋放，

讓人滿了力量、喜樂和光明！當他把我們的靈都挑起、凝結到了一個高度，卻輕鬆地調侃：感謝爺爺給

我取了這個名字，我叫劉喜光！在基督裏長大的孩子，他真是我們的榜樣。 

 劉弟兄和他的姊妹劉師母，還有女兒慕純，一家三口就住在會所裏，後來纔知道，這個小女兒就是在

曼谷出生的，所以我猜想這也是他們再來泰國的情結所在吧。有了初識，再次見到他，他竟然記得我們

的名字和家鄉，感動之餘，我知道劉弟兄是一位有見識的人！他愛主，也愛每個弟兄姊妹。他來過我們

的家探望，我們一起包餃子，吃披薩。簡單的飯食，他並不介意，因為我看見他把很辣的蒜泥都吃掉了！

劉師母就像媽媽，常常來探望我們，服事兒童排，給我兩三歲的孩子講故事，送他貼紙，鼓勵他建立良

善的性格，所以小孩子很喜歡她。記得有段時間，小孩常常問我，「阿姨甚麼時候來，媽媽，你要把我好

好吃飯這件事告訴阿姨麼？」我的小兒子滿月那天，劉師母也來看望。這些點滴的細節溫暖着我們，真

的如弟兄姊妹所說：「我們若還有那麼一點的服事和愛主，都是一些弟兄姊妹愛心的服事、背後的代禱和

靈中的記念」，感謝主的慈爱和憐憫，讓我們遇見劉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 

 後來，我們參加七區的小排聚會，就可以常常得到劉弟兄的餧養了！他唱歌很大聲，劉師母服事彈琴，

彷彿每次的詩歌都可以帶給我們空前的洗滌和震撼。記得有次在莉莉姊妹家，不記得是那一首詩歌了，

大家唱完後，劉弟兄慷慨激昂地指向劉師母：「麗秋，你不要說點甚麼？這可是你結婚時候的進行曲啊！

你沒有一點感覺麼，難道你都忘記了麼？」威逼的模樣真是把我嚇到了！劉師母微笑着站起來，略帶羞

澀，彷彿回到了初婚時代，她說，「她就像是灰姑娘，遇到了這麼英俊、灑脫、愛主的王子，結婚快三十

年了，兩個人經歷了磨合期，也飽嘗着順服的甘甜。她不後悔，不後悔認識主，也不後悔作劉喜光弟兄

的姊妹。」幸福的淚花在我眼中閃爍。那一天，我看到了劉弟兄作為血肉之軀的真性情。還有一次同樣

的豪情釋放，是在主日的聚會上，分享晨興聖言，劉弟兄說了很多供應的話，最後，他驕傲地宣示：「我

的兩個兒子也要像我一樣，全時間奉獻給主！」阿利路亞！這是怎樣的一種奉獻啊，全人、全身、全心、

全家，這樣的人生，真是榮耀的見證！ 

 劉弟兄是操勞辛苦的，有一次小排聚會到一半，他要一個人先離開，趕着時間搭車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相調，要坐一夜的火車。他風風火火的來不及和大家告別，臨起身時，帶了三個愛筵剩下的饃，說是作

為早餐。那一刻，我很心疼他的勞苦，趕緊從桌上拿起兩個橘子塞到了他的背包裏，我擔心他路上會渴。 

每次聚會，都是劉弟兄開着麵包車，裏面載着眾聖徒。後來，劉弟兄腰疼，不能開車了。最後一次來我



們家，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五月末，那天他的精神狀態依舊是飽滿的，除了偶爾雙手扶腰，我

看不出他有甚麼大礙。本以為只是一點扭傷之類的皮肉之苦。後來小排沒有再見到他，知道他回台灣去

了，本以為只是一個探望的假期而已，沒想到，不好的消息一再傳來，我一次次地流淚，一次次地問主：

「主阿，你的美意到底在那裏？」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你的應許！我們需要劉弟兄，泰國的福音開展需

要他！主的愛是奇妙的，一個肢體受苦，大家都一起受苦。弟兄姊妹裏面的感覺都是一樣的，我們儆醒

地意識到，每個人都要起來，每個生命都需要長大！ 

 最終，主還是把他心愛的珍寶取走了。對於我們地上的人，這是活生生的割捨，那種感覺果然比失去

親人都痛！然而我們清楚地知道，劉弟兄是得勝者，是主親自息了他在地上的勞苦，他安息在主的懷裏，

我們俯首敬拜。主阿，感謝讚美你！主阿，請聽我憂傷的靈在喜樂的吶喊：「我們永遠懷念劉弟兄，我們

等着主的再來！」 

泰國 劉通、楊春蓮 

 

 因着兒子的名分還沒有使身體改變為榮耀的身體，所以會生病，會需要藉着醫藥來幫助和醫治。然而，

有一天，這會朽壞的身體將會改變形狀，成為榮耀的身體，與基督同站立，同事奉我們所享有阿爸，父。

讚美這兒子名分已經先浸透在靈裏，甚至魂裏都有些構成了。神的兒子名分將在那日會完滿的成為眾兒

女的享受。 

 再見！感謝主！ 

高雄 羅李瓊芳 

 註：當年與喜光弟兄和烈弘弟兄、顯智弟兄及復悅姊妹…共同配搭服事台中召會文字…等。 

 

 感謝主，賜給我們這麼寶貝的肢體，藉着他服事了許許多多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位。 

 從入訓到劉弟兄離開，這四年半的時間裏，我接受了劉弟兄夫婦多方的服事和照顧，跟着他們學習配

搭事奉。謝謝主把這個忠信跟隨主的家擺在我們身邊，深願我的家能彀成為這個家的複製。 

 到現在還是不太適應劉弟兄已經到主那裏去，相信今天我們的弟兄依然在那裏為着神在泰國的行動禱

告，為着我們這一代能把主帶回來禱告。 

我們親愛的弟兄，他願意花時間在青年人身上 

 和劉弟兄第一次敞開交通是在訓練第一年快結束的時候，當時訓練中心學員達到一百多位。我在屬靈

上也遇到瓶頸期，國內當地召會的父老鼓勵我和訓練的服事者有交通，剛好劉弟兄在課堂上提出他最近

不主動約學員了，若有需要，有事或者沒事，都歡迎我們去找他。平常不懂交通的我，在不知道該如何

交通的情況下，就鼓起勇氣和弟兄約了午餐交通。劉弟兄很喜樂也很重視，早早就打好飯等在辦公室，

交通的時候，他不僅知道我的基本背景，也知道我的情形，甚至豫備了幾個問題，幫助我能一點點敞開，

進到交通的靈裏。他非常尊重聖靈的作工，當時我有一個主要的難處，是我不願面對的，劉弟兄也知道，

但是我不提，他也不提，直等到幾個月後主自己帶我過了那個關，我們纔一同為此敬拜主。無論如何，

這次的交通很喜樂，也讓我得鼓勵並且學習向身體敞開。從那次開始，每兩三個月我就約一個時間和劉

弟兄有一些交通，他體恤學員的時間表很緊，總是配合我的時間，好像隨時都豫備好了為着我們。先耐

心的聽我的敘述，末了給我一些從主來的話，讓我在屬靈的路上走得更堅定。畢業進入服事後，一次因

着某個需要，我幫劉弟兄列他一週的既定行程表，各種事奉交通、聚會、上課、探望充滿了他的時間表，

我纔意識到，他所不吝惜給我們的一兩個小時，對他是何等的珍貴。 

 他寶貝聖徒們把自己奉獻給主。無論你是否與他熟識，他若聽到你愛主，看見你奉獻給主，他就喜樂

滿溢，這是許多往來泰國相調的青年人都能見證的。一次 LMA 在泰國集訓，訓練後有幾對青年夫婦在

FTTB 短暫停留，劉弟兄就邀請他們到家裏愛筵，聽他們講自己簡單絕對跟隨主的經歷。弟兄很感動，

以後也常常和學員輔訓提到他們，叫眾人同得鼓勵；還有南部的一位泰國弟兄絕對跟隨主的見證，幾乎

是我們每次去相調的路上，劉弟兄必講的，他珍賞弟兄對主的愛和絕對，每次講都很新鮮，也把我們帶

到一個屬天的夢裏，不久以後在這個地方會有很多很多像這位弟兄一樣的泰國人出現，撇下一切跟耶穌。 

 劉弟兄說他不覺得我們是他服事的對象，他把我們當成他的同伴和戰友。一次劉弟兄夫婦開着一輛皮

卡車，不遠千里，一路探望各開展隊。回來後的那堂課，弟兄靈很重，他和我們唱了很多詩歌，唱完大



本四六九首「不過，再過幾裏，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不再有罪，不再有憂，主要擦乾你眼淚；聽

祂正用柔聲說道：『勿恐，勿餒，仍力前，因為也許明朝未到，旅程就已到終點』」，劉弟兄流着淚和

我們分享各地開展隊的情形，他說他不在意這些青年人在那裏的工作是否很有果效，他在意的是他們是

否喜樂、時間表能否守住、享受主彀不彀、很多人受浸最終卻沒留下幾個人，要獨自擔起一個召會的時

候，他們能否勝過裏面的孤獨和疑惑。所以他懇請我們在訓練中竭力擺上，把訓練的時間表作到我們的

血輪裏，好叫有一天我們能彀預備好得上這樣的開展生活。 

 以後我有三次機會和劉弟兄去各處看望召會和各開展隊，兩次下南部，最後一次是上東北部，我們實

在能見證我們的弟兄一面滿了開疆拓土的豪情，一面向着聖徒和個開展同伴滿了體恤和供應。 

 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節：「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且要承受永遠的生命。」 

 弟兄很愛他的家人，可是有一次他獨自從台北返回曼谷，我們夫婦去機場接他，見面時他很喜樂，上

車後不久，劉弟兄說：「這次回台灣就陪陪父母，到台北後住在弟兄之家，兒子們都很忙，有一個特意

趕回來和我住，我們一個睡上鋪一個睡下鋪，不過真是奇怪，我們同樣愛主，同樣都事奉主，見了面父

子兩個好像沒甚麼好說的，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反而跟你們在一起很自在，有很多話要說，」他說這段

話的時候有些惆悵。我們就安慰他說，我們的感覺也差不多，以後主給機會還能一起生活就會不一樣吧。

他好像意識到甚麼立刻跟我們道歉，說這只是他從台北到曼谷這一路上一種直觀的感覺，叫我們千萬別

受影響。劉弟兄因着主的託付，來到泰國服事了許多的聖徒，也放棄了和孩子們相伴的時間，把自己完

全花費在基督與召會上，沒有為着自己尋求甚麼。在六月份劉弟兄回台灣前，他掛在心上，放不下的，

是壯年班的期末考試，他是有始有終的。在他已經痛到坐臥不安的状况下，他把我們夫婦找去配搭，他

出了兩份期末試卷，試卷的抬頭，標題，題型，甚至括號的大小都在他的腦子裏。壯年班學員們的屬靈

情形也在他心上，所以題目就需要多方斟酌考量，讓學員們既能被考到重點又不會因為被考倒而沮喪。 

 我們所愛的劉弟兄就這樣歇了他在地上的工，他說我們生在了最好的時代，「躬逢其盛，生逢其時」，

我們最有可能活着见主。主來的腳步近了，我們何等需要主的憐憫，跟隨前人的腳蹤，照着劉弟兄深處

所切望的，完全將自己交給主，愛祂，事奉祂，把主迎接回來！ 

 願恩典與一切在不朽壞之中，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同在。阿們！ 

泰國/W.J.Q 追念 

懷念劉喜光弟兄 
 在劉弟兄身上看到的、聽到的、學到的…就是，操練靈！操練靈！操練靈；禱告！禱告！禱告；奉獻！

奉獻！奉獻；事奉神！事奉神！事奉神！ 

 劉弟兄曾經說過，愛主不會太過，奉獻不會太多，操練靈永無止境！劉弟兄每次釋放信息，都非常的

用靈，聲音洪亮，鏗鏘有力，條理清楚，當釋放到負擔時，有時他整個人都跳起來，弟兄的靈太強了，

好幾次都被震住，也好幾次坐在下面默默流淚更新奉獻自己。我自己裏面非常的清楚，到現在還留在泰

國全時間，一面是主的憐憫，靠主恩典；另一面實在是因着弟兄的服事幫助！ 

 在外府服事，有時覺得服事不下去了。劉弟兄實在是位操練靈的專家，他跟我們交通到，關於我們全

時間服事，如何帶聚會，他說沒人操練靈，我們先操練靈；沒人開口禱告，我們先開口禱告，我們一坐

下，眼睛一閉，口張開，就禱告！這成了我服事的祕訣。 

 記得在外府開展，有大半年的時間，劉弟兄和劉師母跟我們開展組交通禱告。幾乎好多次 skype 接通

了，劉弟兄沒有先過問我們的情形，他乃是先開口禱告。劉弟兄實在是個操練靈的人，禱告的人，我們

跟劉弟兄和劉師母禱告結束，之前本想交通一點我們的難處，因着和他們的禱告操練靈，我們的難處也

不見了。我們有問題帶到他們面前交通，問題也變為沒有問題！ 

 在劉弟兄身上，看不出靈裏的輭弱。這次六月份回台灣之前，他雖在病痛中，他還為弟兄姊妹釋放晨

興綱目及總結，外面看弟兄有點憔悴，但是聽弟兄的聲音，弟兄的靈，是剛強的，是高昂的，是征服仇

敵的！哦，阿利路亞，為着主賜給召會這樣的一位操練靈的弟兄，我們讚美神！ 

 在人性一面，劉弟兄和劉師母也關心我們，在外府開展，劉弟兄和劉師母來看望我們好幾次!無論在作

學員時，還是在全時間開展，劉弟兄和劉師母都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吃飯交通。在訓練最後一學期，家裏

發生事情，訓練不下去了，劉弟兄和師母就找我交通，為我家禱告！去年，簽證到期，我本打算回國就



不回來服事了，劉弟兄和師母又找我交通，永遠記的劉弟兄說過，「藉着信，腳先踩下去，約旦河的水就

分開了！」 

 記得在一次全時間的交通聚會裏，劉弟兄說，在泰國需要有人，作為一粒麥子，落到地裏死了，就結

出許多子粒。劉弟兄他就是落在泰國的一粒麥子，主在地上要得着一班絕對奉獻的人。劉弟兄就是這樣

一位愛主絕對奉獻給主的人，他為主在泰國的恢復，傾倒了他的一生。泰國召會在這要來的五年裏，在

十三所大學，每年每所大學得 20 位學生，五年共 1300 位學生，其中有 100 位要參加訓練。這是主的心

願，也是劉弟兄的心願。現在全國為這五年的行動禱告！在這要來的日子裏，相信主會復興全泰國，主

要在泰國作大事。相信在這裏，在這地有百倍，千倍的繁殖。 

 劉喜光弟兄是我事奉主的榜樣！他實在是一位向主絕對，操練靈，禱告，認識神的弟兄。在泰國開展

四年了。還活下來的祕訣就是，操練靈、禱告、奉獻。 

 劉喜光弟兄他是得勝者，他是珍寶，他被主取去了，有時也真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了？但這是主的

旨意，也不敢問為甚麼，主所取去的，祂以自己為頂替，求主親自安慰劉弟兄的家人，和那些愛弟兄關

心弟兄的人。 

泰國 梅哪噠 

 

 「愛主不怕太多，奉獻不怕太過，操練靈永無止境。」這句話使我印象很深。 

 弟兄是一個操練靈，釋放靈的人，一提到劉弟兄，我面前就跳出三個字「操練靈」，剛來受訓，豫訓

期間，弟兄帶我們操練靈。劉弟兄講到：「操練靈不一定是大聲，但初期操練，一定要讓聲音釋放出來，

（特別是兒童班長大的弟兄姊妹們，靈被壓在裏面多少年了？）要聲嘶力竭的喊，救命似的呼喊，讓靈

釋放出來。」我很被這話摸着，就釋放的呼求，學習。操練，這對我幫助非常之大，如今要一直不斷的

操練，就如弟兄所說：「操練靈永無止境！」 

 劉弟兄的事奉是顧到人需要，出於神的事奉，尋求主旨意，他是完全尊重主，尊重聖靈的工作，以主

為大的。兩年訓練結業後留泰開展，一日中午，弟兄找我交通到婚姻的事情，因着姊妹進入訓練中心配

搭服事，劉弟兄對她有更多的認識。在弟兄為姊妹婚姻代禱尋求中，主藉着弟兄想到我，心志和這位姊

妹相符，合適，就找我交通婚姻，問我覺得如何，回去禱告，我經過一週的禱告，至終在劉弟兄和師母

的遮蓋下與姊妹在基督裏結為婚配。照着啓示事。 

 劉弟兄在我們的結婚聚會上，帶領我們事奉神，禱告奉獻給主，事奉主，他說：「愛主不怕太多，奉

獻不怕太過，操練靈永無止境。」這話深深印刻在我裏面，使我更愛主，將自己更多的奉獻給主。 

 在弟兄生病這段日子、我想起慕迪弟兄曾說過：「世界正在看，在一個完全絕對向着神奉獻的人身上，

主能作甚麼，主要作甚麼，主能藉着他作出甚麼來。」 

 我們現在已看見，主藉着弟兄的病，將泰國這五年的行動（1300 位大學生，100 位泰國青少年進入訓

練）的負擔帶到各地，使眾召會一同禱告，推動神行動，加速往前。主還有多少主的美意，我們測不清，

如陳弟兄所說：「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哥林多後書四 12） 

 二○一五年五月四至五日，全泰國全時間服事者聚會，主題是：「火燒的荊棘」。劉弟兄提到他初期

全時間的見證： 

 我剛出來全時間時，二十七歲，弟兄把我派到一個分家，那個區的聚會地點在地下室。那個區大部分

是年長聖徒，主日早上擘餅聚會，我記得很清楚，那兩年的時間，我每個主日早上都要禁食，其實不是

為着站講台，那時已經沒有講台臺了。為甚麼禁食呢？為主日早上大家的靈禁食！大家都死光的時候，

我還是活着的！我都已經豫備好了，沒有人點詩歌，我一個人豫備四首詩歌，讚美主三首，敬拜父一首。

好幾次，我一個人從頭幹到底！一首唱完，我就第一個禱告，沒人禱告，我繼續禱告！那時我喉嚨比現

在好多了，二十多年前，對，你們可能說那是天然的火，但你們有沒有嘛？你們有沒有這種雄心？我那

時的想法很簡單，我是那個區的全時間服事者，我就不能讓我的聚會死沉，沒人講話，我就要講話；沒

人唱歌，我就要唱歌；沒有司琴，我的喉嚨就是琴！！ 

 他提到在台灣，那時召會帶領操練靈，有一句口號：認靈不認人！靈出來我們就阿們！ 

 他所見證的正是他所活的！ 

 有次在課堂中，他靈裏激憤，用泰文對泰國的學員說了一番話：「你們要被話構成，多讀話，多背話！

我和我姊妹每次為泰國的青年人禱告，總禱告到流淚…。」 

tel:1300


 願弟兄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為着泰國五年計劃，13 所大學，每年得着 260 位大學生，五年 1300 位，

至 2020 年有 100 位泰國青年人進入全時間訓練，禱告並擺上！ 

泰國 劉智晶、劉吳文靜 

 

跟隨光的道路，活出光的生命 
「得…住在荊棘中者的喜悅。願這些福都臨到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申命記三十三 16） 

一個名字 

 他合上聖經，臉上洋溢着一以貫之、充盈的笑，說起自己原來名字—劉迥別的由來：創世記》四十九

章中雅各對約瑟的祝福，和申命記三十三章中摩西對以色列人的祝福。 

 這兩段祝福是雅各和摩西，在他們的一生中，經歷了被神對付、剝奪和製作，在生命成熟之時，為神

所重組、被神所浸透，說出的話。 

 這兩段話，陪伴着喜光弟兄走過他的中學階段，時時勉勵着他，自己是一個過河的人。他酷愛歷史，

身邊常放着的兩本書，卻是一本聖經，一本十二籃，日漸增多的是神的話，刻在了心版上，日漸消沒是

在這個世界上的雄心壯志，丟在了腦後邊。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二○一四年八月，他輔導的 FTTB 14-9 畢業展

覽，像是分角色的眾人接力獨白劇，詮釋使徒行傳二十六章時，我坐在台下，心想，這何嘗不也是他自

己內心最深處的心聲呢，何嘗不也是他自己半生的展覽呢？！ 

 「我們對世界，就是對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戲。」，從一九八六到今天，三十載風雨艱程，嘔心瀝血，

無怨無悔，只為討神的喜悅。 

兩雙鞋 

 房間門口，一雙運動鞋，一雙正裝皮鞋，他自己擺得周周正正，正如他這個人一樣，周正真實。 

 在晨曦的微光裏，與開門的值週生，前後腳出門的－是他，快走風風火火，一生操練，不見缺勤。 

 有一次，他與 FTTB 學員動情的說到趙弟兄、澤翰弟兄等五、六位教師在神面前的奉獻，回顧了幾位

弟兄個人和家庭的犧牲和付出，但惟獨沒有說他自己—他和劉師母忍受着與兩個兒子的分離—還有許多

無法言說的難處與苦痛。 

 當時，閃進我心裏，最有衝擊力的，就是他家門口的那兩雙鞋，41 碼、的兩雙鞋，到跟他這個人一樣，

一生跟隨主的道路，顯在荒野的世間。 

 這是身教勝過言傳，經常被分配打掃二樓衛生的我，再唱補充本四二八首「讓我愛」，就有一位今生的

榜樣在身邊，「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求你在這慘澹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學習知道你是

我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幾十年如一日，永恆不變的是愛，對基督超越之愛的愛。 

三個地方 

 他從台中來，負擔在泰國，掛心懷的還有大陸的每一期、每一個學員，他知道你我的名字，知道你我

的家鄉，知道你我不知道的自己；然後，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四室，敞開門，面對面的兩人交通，

談心。 

 他籍貫山東，是淄博博山人，一九四九年的流離動盪裏，父親隨着所在的員警學校，輾轉過了海峽。

有一次他說到，他的父親接到奶奶在大陸去世的消息，一夜的哭泣…當時的表情，當時的神態，觸摸他

的心弦，就像他的大兒子聖軍弟兄見證的：「此刻，不僅僅是台上講道的劉喜光弟兄，還有台下的劉喜光

弟兄。剛看到潔潔姊妹貼出的他和劉師母的照片，這是一個作為兒子的劉喜光弟兄，一個作為丈夫的劉

喜光弟兄，一個作為父親的劉喜光弟兄…真實而令人動容！ 

最後的牽掛 

 FTTB 8 的王鵬弟兄在翻譯一本戴德生的書，讓我想起這句話：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那麼，一九六一年出生的劉弟兄呢？「我若有千磅英金，泰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

不留下一條不給泰國。」他三十七歲來泰國，「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櫛風沐雨，砥礪前行」，開着載人



的十五人座福音車，足跡縱貫泰南泰北，交通鼓勵四十處的召會，跨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

的語言、不同的階層，卻在愛的相調裏，建造成為一，成為基督身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為主在泰國工作的權益」，是他最後的牽掛，是他在病痛中最後的呼籲，正如他一直的剛強，正如他

一貫的絕對，擺在祭壇上焚燒的，總是自己！ 

 但以理書最後一節說：「你且去等候結局，你必安歇；到末了的日子，你必起來，享受你的業分。」 

 願主的安息與我們親愛的劉弟兄同在！ 

 願劉師母及家人在主裏得安慰！ 

 願所有弟兄服事過的人在主裏剛強！ 

FTTB 畢業 趙力 

 

 「哦！主耶穌！哦！主耶穌！」你們呼求主名，嘴巴要能放進自己的拳頭，要用全力。新莊召會喜光

弟兄帶着一群青少年一邊操練靈，一邊把拳頭放進嘴巴前比劃着，豐富的肢體語言，是我兒時對弟兄的

印象。 

 十五年後，偶然的機會，我們在泰國曼谷見面了，寒暄幾句，弟兄就鼓勵我：「到主面前，沒有任何

條件，只要你願意，泰國剛開辦不久的壯年班，你就報名吧！」從未在腦中出現的三個字，我意外簡單

的參加了訓練。摸着弟兄的心是那樣的寬大富於憐恤，接納了數年在外，與豬爭食、沒有安息的我，憐

憫我回到神的家中。 

 當學員的過程中，珍賞弟兄是那樣向主順服並絕對拼上的人。透亮的光，時讓我們自責又慚愧，另一

面又用神的愛鼓勵我們。如果我愛你，主耶穌，是現在！教室的空調，常是冷得讓人不得不批上外套，

但劉弟兄每一次上課，總時不時地拿出手帕擦汗，每一句話，都像是從深處的負擔傾倒出來的，他是那

樣透明，滿有屬靈的感染力，總是激動鼓勵着我們。對主的事，全力拚上，正如他所是的。一次，上課

到激動處，不自覺踢起正步，昂首唱起：「跟隨，跟隨，我願跟隨耶穌！」現場從年逾七十歲的師母，

到年方三十歲的弟兄，紛紛站起離開位子，跟着弟兄踏着整齊的步伐，昂首高歌。那一幕，感動人，深

覺主的榮耀在這裏顯現。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當如是！主真是藉着弟兄，給我們立了美好的榜樣。 

 六月中，於台北榮總拜別劉弟兄時，纔在病床上與弟兄相約－我們八月曼谷見…阿們。劉弟兄忠信的

回來了，即使肉身暫時離開了我們，在弟兄裏面所活的生命，卻要在我們身上發動。願主加強祂在泰國

恢復的工作，五年得 1300 位大專青年人，65 個家移民到校園。主揀選我們，這榮耀有福的一代，帶進

國度！ 

曼谷 汪惟翰 

 

一個因信心安，讚美主道路的人 
 你把我介紹給你女兒時，說，「姊妹，也是山東的，還是淄博的（劉弟兄是淄博博山）。」我十九歲離

開家，家人都還在那裏，而你是在台灣生長的，只是有個親戚還在淄博，但感覺你對淄博的感情比我這

土生土長的還深厚。 

 弟兄的肢體語言很豐富，在今年五月份的訓練中，講到「利未的事奉與關於瑪門」，你作了殺的動作，

在前面走了兩個來回，（以色列人拜偶像得罪神，利未支派六親不認殺了三千同胞）我們坐在底下哈哈笑，

但是你卻非常嚴肅認真，且滿了負擔的說：「我們對待神和瑪門之間，有沒有這樣的絕對，水火不容，而

不是無所謂，甚至一再的妥協。事奉神作利未人不是容易的，是有條件的，是對瑪門殺！殺！殺！你自

己就是這樣向神絕對，將萬事看作糞土的人，但在神面前又是富足的人。」 

 在剛得知你在台灣檢查出是癌症的消息時，我心裏還罵着泰國的破醫院，怎麼就沒查出來，耽誤了治

療呢？後來看到有聖徒傳來看望你的消息：你裏面有安息，你是奉獻給主的人，祂是主！你的禱告是，

主阿，感謝你，你的帶領都是最好的！癌細胞在擴散，你說，基督更多！沒有抱怨，沒有懷疑，你是一

個因信心安，讚美主的道路的人。去看望你的人，都被在病中的你所牧養、激勵。 

 兩年了，每週六一○一室，我們一起屈膝禱告，（你幾次的缺席也是因為去外地看望聖徒，或是與學員



有交通），你舉起虔聖的手呼求，你的禱告每次都是新鮮的、活潑的，摸着神心頭的渴望，釋放的靈把我

們帶進三層天上。你病中時，我們祈求主在特會前把你帶回來，還要一起堅定持續的禱告，你還要繼續

盡話語的職事。但是，主卻主宰的把你在特會開始的那天早上接走了。雖然你人沒有在會場中說話，但

是講信息的弟兄們都在為你作見證，「一位在主裏很深的人」、「一位認識神的道路，認識神的人」、「一位

經常流淚的人，是為着主在泰國的權益，主在校園的工作」…。正如亞伯，他雖然死了，卻藉着這信仍

舊說話（來十一 4 下）。 

 有壯年班的學員，錄下了你在第一學期最後一堂課的語音，那堂課你選的是詩歌七七三首。你所講的

就是你所實行所見證的：「目標專一，忠信跟隨，榮耀被提。」我們有榮耀的目標：基督與聖城新耶路撒

冷！為此永遠的福，吸引我們向前奔跑，使我們忘記一切飄泊與窘困，願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憑信守

住所承認的道，作個得勝者，榮耀被提！ 

                                                                                                                           一個被牧養的「老鄉」 

 

 如果不是劉弟兄，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我現在會在那裏。嚴格說來，我沒有跟劉弟兄一起過過召會生

活，但是我跟他一樣，愛上了一個距離家鄉幾千里的土地。 

 一切要從二○一一年說起。那年夏天，本來不打算出國，卻突然有一個機會，有分赴泰國相調開展的

行程。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劉弟兄。他好神祕，身上好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吸引力。 

一直到我參加訓練，我還不時夢想着要再到泰國。想到當時在朱拉開展的畫面，迫不及待，如果有機會，

我要長期在泰國有分主的行動。本來沒有泰國這個選項的海外開展，卻因着某些因素，我竟然得到了去

泰國的機會。第一次和劉弟兄用視訊交通時，內心好激動。想着當年學會的幾句破破泰語，也想到這幾

年發生了好多事，而我居然有這個榮幸再到泰國去。這一次，我又到了曼谷，而且又到了大學校園，

Kaset(農業大學)。這一次，我打定主意，要好好把泰文學好，因為我以為這樣纔能有好的開展果效。結

果到曼谷的第三天我就感冒喉嚨痛，第四天我就因為對自己的語言無法順利傳講而灰心的在房間裏哭。 

 隔天早上，劉弟兄到我們學泰文的教室看望我們，他看到白板上寫着泰文，就說，你們只來五週，為

甚麼要學泰文字？為甚麼不說？告訴你們，我可以用泰語講信息，但是我看不懂泰文字。重要的是有沒

有用靈傳輸，人的靈要被點活。我印象好深刻，我只是想着要用自己的方法學一個語言，裏面的負擔卻

遠遠不及弟兄迫切。藉着弟兄的鼓勵，我開始放膽的說，雖然說不好，但是越來越能傳講，到開展的最

後一天，我可以一個人傳講，並且帶人回會所受浸。當時我完全不會讀泰文字。不是多會傳講的問題，

乃是起於一個跟隨羔羊前行的榜樣。 

 過了一年，我又回到曼谷，劉弟兄夫婦約了我交通。當時，我想他們應該是知道我對泰國很有負擔，

就希望我能考慮留在泰國，也問了我是否有在交往的對象。當劉弟兄知道我和哲豪弟兄在交往時，他說，

很好啊！不管是去俄羅斯，或者來泰國都很好！而我心想，劉弟兄，等我，我會回來的。過不到一個月，

劉弟兄回台灣，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參加他和顥晨弟兄夫婦的用餐交通。那天劉弟兄和我們說了關於海外

開展會遇到的問題，以及關於全時間事奉主這件事。劉弟兄囑咐我們，要一直注意與主之間的關係，這

也成為我一個重要的題醒。 

 二○一五年底，我買了八月的機票，準備在畢業後帶父母到泰國訪問，他們也很想和劉弟兄有些交通。

但是，當我和哲豪弟兄在五月打算邀請劉弟兄參加我們的結婚聚會時，他告訴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又

過了半個月，聖徒告訴我，劉弟兄的身體出了狀況會提早回台灣檢查。 

 我很擔心，不明白主要作甚麼，不久之後，就讀到了劉弟兄的信，裏面只有一個感覺，劉弟兄的豪邁，

從來沒有改變。他不埋怨，只是不斷讚美並敬拜主的道路。泰國的工作，在這兩年有極大的往前，撒但

很清楚，劉弟兄也很清楚。而這次我到曼谷參加國際特會，我看見了這一個榜樣，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

裏死了，結出許多子粒。我相信劉弟兄是得勝者，與主一同享受，一同作王。 

 在弟兄身上，我摸着兩處經節： 

 啓示錄十二章十一節：「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

愛自己的魂生命。」 

 啓示錄十四章四至五節：「這些人未曾與婦女在一起受到玷污，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



他們都跟隨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在他們口中找不着謊言，他們是沒

有瑕疵的。」 

 就如同在二○一六年曼谷國際相調特會中，釋放信息的弟兄所說，死雖然在劉弟兄身上發動，生卻在

我們身上發動，特別當我們看見泰國眾召會的往前，我們知道，這是劉弟兄所最喜樂的事。而我們要繼

續跟隨劉弟兄的榜樣，拼上、傾倒全人，跟隨羔羊前行。 

台北 張王恩慈 

 

 主內我所敬愛的長輩，因着劉喜光弟兄全家調至南部民雄召會服事，我纔得已認識他們家。 

 最初對喜光叔叔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瘋狂愛主，每次講信息都會講到癲狂的人，十分地吸引我。我

深知他是我愛主的榜樣，也是我裝備主話的榜樣。 

 在二○○六年暑假，我騎機車載我小弟放學的時後，發生了一場車禍，可能是因為撞擊太大，以至於

怎麼發生的我都不記得了。那時因着正在參加民雄召會的大專生一週成全訓練，可能提包裏留有民雄召

會的書，所以當時發現我和弟弟的人便打電話到民雄會所。那時接電話的人就是喜光叔叔和麗秋阿姨。

他們急忙到醫院幫我們安排手術及病房各方面的事務，就如同我們的父母一般。我每次想到這裏心裏便

是滿滿的感激。 

 記得在二○○七年，我離開原本讀的大學，因着主的憐憫到法國去有分於那裏的開展，到那裏的第一

天就收到喜光叔叔Email的問候。 

 看到信的那時候，我心裏真的非常感動，也從那時候起更知道喜光叔叔人雖然在民雄召會服事，但是

他的心真的是掛在全地，真的是擺在身體中，並且更是把我們每一位都放在心裏面。當知道喜光叔叔生

病的時後，心裏真的非常難過，也一直和主抱怨太早了！ 

 在一個早晨享受一首英文詩歌四六三首：“I love, I love my Master.” 時，覺得喜光叔叔就是如此愛着他

的主，不願自由離去。儘管他生重病，他仍是告訴大家不要為他的生病禱告，要為主在泰國的行動繼續

加強禱告！喜光叔叔真的是主偷走的心肝寶貝。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他就到主那裏去了。喜光叔叔的離

開我心裏真的有很多的不捨，但我相信這只是短暫的分離，並且死亡不能拘禁復活生命！他的離開實在

成了我們的題醒，叫我們要把握時間，為主在地上的行動擺上我們的全心全人，直到我們再相見的那 

一日！ 

美國 王尹柔 

 

 早先聽到劉弟兄病得那麼重，雖然早有豫備，知道主遲早要將他接去。但當聽到他離世的那個早晨，

心中還是如此的傷痛不捨。劉弟兄激昂的打負擔，劉弟兄豪邁的歡笑，劉弟兄每早晨到學生中心的呼求

主名聲，劉弟兄對我們不長進的痛心嘆息，劉弟兄的咳嗽聲，愛麵成癡的劉弟兄對麗秋姊喊着：「麗秋，

麵呢？湯呢？」…突然記憶變得如此鮮明，卻又是心痛的無法繼續回想。 

 二○○七年是我訓練的第二年，這一年我開始每週末回到民雄召會配搭開展，也開始認識講台下的劉

弟兄。劉弟兄總是讓人感覺平易近人，既率真又直爽，是那麼的容易跟學生打成一片，不帶距離。和他

在一起，我們時常不由自主的將他當成平輩，他也未曾斥責我們不彀敬老尊賢。帶着學生戶外相調，吃

香喝辣時，推薦着他讚不絕口的北方麵點，閃耀着光芒的雙眼，是那麼的富有赤子之心。總是聽到從前

在台中召會服事的他是多麼多麼的嚴厲，在民雄召會當下又是如何如何的柔細。是的，在民雄召會配搭

服事的那兩年中，我真是看見劉弟兄向着學生們的心是那樣的寬宏，愛是何等的深。有時來到學生中心，

裏面一片靜悄悄，沒有一個人起床，他就拉開他的嗓門熱切的呼喚眾人。十數年來劉弟兄變得柔細了，

變得有彈性了，但他的豪邁，他的瘋狂愛主，他的熱烈追求，他向主的赤誠，他從主所接受的呼召，一

點沒有改變。他活得如此瀟灑，好像除了與基督有關的事沒有甚麼能彀摸着他。 

 主日早上的會前會，負擔總是打得慷慨激昂，不拍桌、不跳起來就不是劉弟兄。我們的靈常是在劉弟

兄的靈力震動下也隨着火熱焚燒。在劉弟兄身上，似乎沒有甚麼是能彀攔阻他不忠誠愛主的，就如同保

羅所見證，無論是患難、困苦、飢餓、赤身、危險、刀劍，都不能使劉弟兄與基督的愛隔絕。他向着主、

身體與職事的激狂熱愛，是何等的奮不顧身，雖千萬人吾往矣。因着使命，他的口也是沒有避諱的向我

們張開。有時痛罵我們的死氣沉沉，恨不得把我們罵醒，有時甚至氣得拂袖而去。他就如同主耶穌在地



上，是那樣的真實真誠，不打絲毫的官腔，凡與我們有益的沒有一樣避諱不告訴我們。 

 與劉弟兄及麗秋姊在民雄召會配搭的那兩年，真是何等讓我看見全時間事奉主的榜樣。說我是他們的

配搭真是何等的抬舉我，只是一個剛從訓練中心畢業的學員，在真理裝備和生命經歷上都仍是短缺。但

劉弟兄從未將我看作後生晚輩，他對待我如同一同作戰的隊友。是一同當兵的，是一同爭戰的！我從他

身上看見了一個戰士的靈，一個如同保羅所說，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的態度。他憑着異象生活工

作，他所看見的異象控制他的每個方向。他是一個非常憑着負擔為主作工的人。一次麗秋姊向他提到學

校的教職員聖徒也需要被顧到，劉弟兄卻說，主給他的負擔是在學生工作上，除了這個負擔之外他沒有

心力作其他工作。他是那樣在意憑着從主而來的負擔作主的工，他完全而專注的照着負擔作工，不受絲

毫打岔，這件事給我對於「負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劉弟兄對於操練靈是那樣的執着，似乎對他來說，不操練靈是何等的罪惡。他總是那樣全人擺上的操

練靈，只在意靈，只在意湧流！在民雄召會的一個晚上，我開玩笑似的要劉弟兄為我的婚姻禱告，笑着

說我沒對象，嫁不出去啦。幾個月之後他竟對我說，他感覺到，主在這事上有引導。我當下心想，劉弟

兄這把年紀了能認識甚麼年輕弟兄？希望他不要繼續當真下去。沒想到再過幾個月，他竟然衝進民雄召

會電腦室告訴我：「聖靈運行得太厲害了」。這句話如此震動我的心弦，八年後的今天我仍是一字不漏的

記得。我未曾認識一個人像劉弟兄一樣，他在意靈到一個地步，甚至在為人婚姻的尋求上，是那樣迫切

尋求聖靈的軌跡與運行。 

 自從他向我宣告聖靈厲害運行的那天起，我就開始戒慎恐懼，不知道他何時要把此弟兄介紹給我。從

此我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但與聖靈配合如劉弟兄與麗秋姊者，豈能容我躲藏？在一個集中晨興完的早

晨，劉弟兄與麗秋姊帶着早餐把我留在學生中心的客廳，聽他們娓娓道來。當富有神性的劉弟兄向我提

起這位弟兄，是那麼的滿了人性，連高、矮、胖、瘦、身家背景都鉅細靡遺的道來。這是何等的神人！

他是那樣的在意靈，追求靈，但當提到實際的條件時，卻又是那樣屬人可親，沒有任何一點覺得不需要

在意的。他們夫妻倆總不自居是我們的介紹人，反而說聖靈纔是我們的介紹人。我們是何等的愛他懷念

他，又是何等懊悔沒有抓住機會過境曼谷時到訓練中心看望他。七年一別竟是沒有機會再相見，何等感

傷。 

 一個戰士絕不想死在病榻，而是要死在戰場上纔適得其所。依着劉弟兄的拼命與瀟灑，他肯定是願意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是那樣的赤忠忘生死！劉弟兄從確診到離世與主同在只有短短兩個月，使他能

在這段時間如同奠祭澆奠在泰國眾召會上，主是何等的恩待他，也何等尊重他的奉獻。思及此，心中的

傷痛也就稍能釋懷一些了。這位赤膽忠心的得勝者到主那裏去了，主因他是何等的滿足。我們除了追隨

他的腳步成為得勝者之外，還有甚麼所求？願死在劉弟兄身上發動，生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發動，使我

們都成為主瘋狂的愛人，熱烈的追求祂，豫備新婦，迎接主的回來。到那時，我們必要再見親愛的劉弟

兄！ 

芬蘭 朱王眷臻 

事奉絕佳的榜樣 
 在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一同配搭事奉的期間，喜光弟兄積極主動、絕對擺上的性格，總是令人印

象深刻。  

 一九九九年我因故無法照豫定行程配搭泰國的服事，喜光弟兄蒙主呼召，補足了這個需要。二○○○

年春節期間返台，還特別到我工廠來探望我，並期望我--最好還是能一同有分於曼谷的服事。我雖不能

前往，但弟兄的來訪，的確為我帶來莫大的激勵和加強。  

 二○一四年我因故受傷在家療養，去年喜光弟兄又再次到我住處來探望交通。  

 謝謝喜光弟兄，總是在弟兄們最需扶持的時候，適時的顧到。珍賞他常常活在與主的交通中，而能與

主同工，顧到肢體的需要。  

 弟兄盡全力服事，為主打了美好的仗，跑盡了當跑的賽程，成為絕佳的榜樣，那日必有公義的冠冕為

他存留，讚美主。 

台中 邱宇新 

 

 我大三的時候，劉弟兄從泰國回來台灣，在輔大服事，在那兩年當中，我看到了活基督的榜樣。 

追求真理的榜樣 



 劉弟兄注重我們對真理的追求，他要我們把所讀過的書報都列出來，他看過之後，點出我們在追求上

的缺失。已往只是得靈感，蒙光照，得滋潤，得供應，導致長期以來，在我們裏面只有零碎的靈感，而

無整體的圖畫，具體的啟示，紮實的供應。 

 劉弟兄說，進入真理就像一棵大樹，先有幹，再長枝，先抓住中心線，再進入支線。要以神永遠經綸

為觀點，來解開聖經。神新約的經綸，生命讀經，結晶讀經，高峰真理等等都是非常緊要的。也題醒我

們追求真理需要注意的點，從基礎到高峯，全面平衡，把握神經綸的線，要有鳥瞰。很紮實地以神經綸

的線，帶我們進入一卷卷書的豐富。 

神人生活的榜樣 

 大學時期，我因為身體不好，常常在劉弟兄家休息，有時候在客廳跟慕純玩，劉弟兄就在旁邊的書桌

讀書報，研讀、禱讀，或走或站，沉浸在對主話的享受中，一點都不受影響。我當時看見，劉弟兄真是

一個過一套生活的人，因真理而歡樂的人。 

家庭生活 

 劉弟兄和陳姊愛學生服事學生，他們的孩子也一同服事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因着心臟不舒服，需要

安靜休養，中午就到兩位當時是青少年的弟兄房間休息，等到傍晚出房門，看見兩位小弟兄放學回家，

累得倒在沙發上趴着，也沒有半點的不悅，還很有禮貌地跟我打招呼。我知道這對青少年來說是很不容

易的，從孩子們的反應，讓我看見服事主、服事人，就是他們的家風。 

夫妻生活 

 劉弟兄和陳姊，常常在我們面前鬥嘴，我第一次看到有點傻住了。這時候劉弟兄和陳姊就會不約而同

轉頭過來對我說，我們是在溝通，不是在吵架！然後繼續鬥嘴，我頓時哭笑不得，不過覺得在劉弟兄家

真的可以很安心，沒有因為有外人在而有的裝假和表面的和諧，可以有自己最真實的樣貌，敞開的交通，

最後也能來在一起有甜美的禱告。 

 劉弟兄也從不吝在人前珍賞姊妹，很驕傲的對我們說，陳姊可以在半小時內擺出三菜一湯，而且非常

好吃。他們夫婦，還有三個孩子，在我大學時期，就這樣在生活中服事我，簡單的生活，處處流露神聖

的生命。 

牧養的榜樣 

 劉弟兄注重我們的靈、魂、身體，帶我們在新莊運動公園晨興、晨跑。晨興結束太陽都出來了，跑起

來很熱，但劉弟兄仍然帶着我們一清早就先接觸神，在空曠的公園釋放靈享受神的話，被主充滿，纔能

喜樂地在烈日下的運動公園晨跑。 

 劉弟兄帶我們上山、下海、去阿里山、去溯溪，帶着我們的福音朋友，小羊，認識神奇妙的創造，彼

此珍賞可愛的弟兄姊妹們。劉弟兄很會帶我們玩、唱詩歌、跳帶動唱，總是最投入的一個；我們的體力

都沒有劉弟兄好。每一次相調都滿了喜樂，總是讓小羊向我們敞開也向神敞開。 

 劉弟兄對福音和牧養很有負擔，經常成全我們。我記得曾經交通過不太會照顧小羊，劉弟兄特地帶我

們一起打開生命課程翻開目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告訴我們真理要點在那裏、生命經歷是甚麼？

生活操練有那些，帶着我們禱、研、背、講。彼此操練對說，好能彀消化這些真理，得以傳輸到小羊的

身上。 

 劉弟兄服事的榜樣，深深吸引我，渴慕也將自己更多的奉獻給主。劉弟兄送我和同伴聖淳赴訓練中心

參訓的途中，送給我們的兩個字，就是「倒空」，惟有倒空，纔能接受更多的成全。 

 很喜樂我有兩年的時間，接受劉弟兄的服事和成全。 

 謝謝劉弟兄，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榜樣，我們也要繼續奔跑這屬天的賽程。 

台北 林邱湘雲 

 

Chikuang  was taken away by the Lord, To me, it's just like my own flesh  brother passed away.;my feelings are 

too overwhelming to articulate properly, it's very mixed and complicated. 

 

.  He is younger than me by ten years, The one who should  go first is me,yet how is it him?!  Oh Lord!  Oh 



Lord! 

We've both grown up in the church life in Taiwan.  Back when my wife Peace(Yen-Chin) was still in Hall 

Thirteen of the Church in Taipei, she served Chikuang.as his children teacher. 

  

. Later, when Chikuang went to high school, I just so happened to serve high schoolers in Taipei, and started to 

have some connection with him.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nd served his term in voluntary military conscript( three and half years), he 

had the heart for full-time service, 

 

 then he coordinated with brother Ping Zhang, brother Yongguang Lin in Taipei High School,Service Team. I also 

happened to be coordinating with and serving them. 

 

  Thus our fellowship increased. and I treasure my brother,for his demonstrating of his spirit, his humility and 

gentleness in caring for people, with upright and clean character.  

 

 Truly like cedarwood for God's building. 

 

About seven years ago when I went to Bangkok to fellowship with local brothers, I knew that the full-time 

training center in Bangkok started to accept new applicants from Mainland, 

 

 and appreciated brother Chikuang had the burden to come there to serve. Through my coordinations in prayers, 

Thank the Lord, He accomplished His good pleasure. 

In the past few years, hundreds upon hundreds of young people got perfected, and built up to become pillars in 

the Lords' Recovery.  

 

Not only that, many lampstands raised up on various localities in Thailand,and many young people were gained 

on the college campuses.   

 

These explicitly present to us an unchanging law in God's divine economy---- "Unless the grain of wheat falls 

in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abides alone; 

 

but if it dies, it bears much fruit."(John 12:24) 

 

Unbelievably, once the news of his passing away was shared on the Church News website and Facebook, within 

two days,it gains close to sixty thousand times of visits.  

 

Truly don't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  Yet we can estimate how much impact of our brother 

Chikuang's  life-long service had. 

 

Our brother can be  liked to our Forefather David , having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Acts 13:36), and slept. The 

time of Chikuang's  service was not too long, yet its  value remains eternal. 

 

In that day, as the corruptible.we will be clothed with the incorruptible  and will also be with Chikuang,in our 

Lord's presence forever.(IThe 4:17-18) 

 



Chikuang, How about we sing stanza 6 of hymn 960 again? 

 

"A thousand hands won’t hinder me,   Nor will ten thousand eyes;  The thorns upon the road but help   Me 

onward to the prize.  

 

Arise, my spirit and my heart,   And let the world go by;  The Lord of life will take me soon ,To be with Him on 

high." 

                                                                                                                          

                       Your brother   Samuel Liu  

                                     Aug 13  2016 in Ontario 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