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聚會可追溯自五、六十年代。今期家
訊，讓我們一起回顧少年聚會過去三十年的
生命故事。

九十年代—小康之家

九十年代的少年聚會，少年人和少年服事關係
親切，他們會一起去郊遊、踢足球、小組分享和
讀 經 ， 感 覺 就 像 家 人 。 那 時 少 年 聚 會 集 中 在 分
區，集合聚會比現在少，少年人較少機會認識其
他分區的弟兄姊妹。不過，每年暑假的「身體生
活」，讓不同區的少年人相聚，一起煮飯、讀經
和讀書，是不少弟兄姊妹的回憶！

少年服事 
   以生命服事生命

二千年代—成長至高峰

二千年代到二〇一二年是少年聚會的成長至高
峰 期 。 那 時 開 始 有 全 職 同 工 擔 任 「 少 年 服 事 核
心」，負責少年專項，使少年聚會在靈命建立和
福音工作大有果效。

靈命建立方面，二〇〇七年設立組長訓練，讓
有心志的少年人進深裝備真理和學習服事。那時
每年有全教會的少年暑期聖經班，讓少年人在暑
假這個得著造就的黃金時間，好好裝備。

那時福音工作相當興盛，各區紛紛設立「生命
樹」自修室，接觸大量學生，每
年均有大型佈道會，高峰時曾有
八百餘人出席，加上暑假的福音
營，每年得著大量的少年人。那
時少年聚會出席人數，攀升至約
三百五十人(約為現時的兩倍)。

九十年代銅鑼灣區的少年聚會

1

本期摘要

編輯/出版：香港教會總執事室
地址：尖沙嘴天文臺道五號

電話：2369 5106　　傳真：2311 6897
網址：www.churchinhk.org　　電郵：news@churchinhk.org.hk

網上版家訊

1.認識專項：少年服事
2.特稿：記林紹光弟兄的故事
3.半年制事奉培訓結業見證(下)

4.教會史話
5.主日信息摘要

一〇年代至今—挑戰與重整

二〇一二年起新高中學制(DSE)開始，少年聚
會踏入挑戰期，少年人人數減少，服事們不斷尋
求新的方向。二〇一一年，少年服事核心丘文龍
弟兄在服事福音營中突然去世，挫了服事的力量
和帶領。新學制下，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叫少年
人難以抽身到聚會，自修室使用率大不如前，除
筲箕灣區生命樹改為興趣班繼續發展外，各區的
自修室均相繼結束。

基於人數減少、帶職服事們也常忙於加班和進
修，為集中服事力量和少年人，自二〇一三年起
各分區少年聚會陸續「合區」—兩個分區的少
年聚會集合一起聚會。合區使少年人更集中，以
便認識同路人。此外，二〇一七年起教會編制
「少年聚會教材」，幫助服事們預備聚會，以便
專注牧養；也藉此為少年人的真理裝備打好根
基，預備他們在大專時有進深的栽培。

銅鑼灣區2012年中六七生畢業聚

會，見證著末代高考生離開少年

聚會。

2019年少年日

2018年Eureka福音活動

二〇一四年起，少年聚會每年設有Eureka福音
活動，鼓勵少年人以小組形式邀請同學。組長訓
練也改為門徒訓練，並增加福音訓練元素，鼓勵
他們從小傳揚福音。二〇一六年起香港出現學生
自殺浪潮，反映這世代少年人對福音的需要。不
少服事也多參與相關輔導與情緒的課程和講座，
學習疏理人的情緒，更有效地牧養少年人。

去年社會運動為少年聚會帶來不少挑戰。社會
上的不公義和撕裂很容易牽引少年人，甚至服事
者的情緒。有合點的少年聚會每週為局勢禱告，
也有服事曾和少年人深入討論社運，反思公義。
此外，社會衝突也很影響聚會的進行。去年的集
合聚會「少年日」當晚，附近出現大型衝突，相
當驚心。

有危便有機，因為社運和疫情緣故，少年聚會
於去年起使用社交媒體Instagram，以融入少年
人的生活，拉近距離。最近中學文憑試因疫情緣
故延遲開考，服事們與應屆考試的少年人一起禱
告，並拍片為他們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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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忘聽服事的個人見證分享。 感謝神藉你們一直找我。

多謝你們在屬靈的路途上扶持我們，期待疫情過後再見大家！祝平安。

很喜歡少年聚會中有許多很好弟兄姊妹和服事的陪伴，有困難
時可互相扶持，也很喜歡唱詩歌。

希望這段時間我不會失去身邊的屬靈同伴，並在我失去
信心的時候提醒我。

當我是少年人時，最深刻是服事帶我們到一主題公園一起玩！後來主藉約翰福音廿一章三次問彼得
的經文呼召我加入少年服事，叫我牧養祂的羊。起初我只是覺得需要預備聚會來餵養少年人，後來
很感恩主讓我成為他們的生命導師。還記得有一次主日下午是難得的拍拖機會，有少年人突然找
我，向我傾訴心中的隱情。當時其實相當掙扎，因為一方面我想跟男朋友見面，但又感到很難得少
年人敞開內心並相信我，讓我能與少年人同行，作他們的生命導師。       

很感恩有一班很愛我們和愛神的少年服事。謝謝你們在疫情中依然用心去照顧我們。
神一定會賞賜你們，希望很快再見到你們！(｡•︿•｡)

很深刻有少年人曾在初中特會裡奉獻給主，為主放下學校的中樂團，並勇於向同學傳福音，最終有二
十多位同學聽了福音(包括筆者)，不少更扎根於教會裡服事。
還記得二〇〇四年南亞海嘯，一位少年人一家旅行時被主接去，叫服事非常痛心，難以接受。在遺物
中得悉，那位少年人於出事前一天，在旅行中仍填寫操練簿，帶了與服事的合照。我們或許以為死亡
離少年人很遙遠，這事提醒我們：不論年齡，生命短暫！

回顧這三十年，主藉少年聚會得著許多的麥子，很多聖徒在少年時決志得救、扎根於教會，甚至在少年
時立志奉獻給主。現在很多的少年服事當年也同樣受上一輩的服事牧養，川流不息，以生命服事生命。

少年聚會幫我在學生時期找到人生意義並前進的目的，為我提供正確的價值觀，鼓勵我關心身
邊的同學朋友，並且讓我知道人生是有永恆的價值，要珍惜現在的時間榮耀神，因為人活著是
要歌頌讚揚創造我的主。

後記
筆者在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於少年音樂佈道會決

志信主，後於同年福音營親眼看見丘文龍弟兄被主
接去，是我畢生難忘的片段。雖然我那時剛接觸福
音，但看見有人奉獻一生，辛勞地服事至死，十分
感動我，勝過聽萬篇講道。

神在我少年時改變了我的一生，我本來只是個愛
打機不讀書，披著啡色頭髮而不背書包回學校的學
生。回想在少年聚會的時光，在生命樹自修室認識
同路人，努力讀書，是我中六(第一屆DSE)很勞苦
卻美好的回憶。如果問我在少年聚會有甚麼感到後
悔？我會說是太晚認識救恩，虛度了太多光陰。

我可以怎樣為少年項代禱？

● 求主保守在社運和疫情下的少年聚會，在這
動盪和憂傷的時代牧養少年人，捆綁撒但的
殺害和毀壞。

● 記念常要加班、週六上班和進修的帶職服
事，求主給與他們夠用的恩典。

● 記念今年的暑假，仍能在疫情和補課下得著
少年人。

● 記念家庭祭壇的實行—與少年人一起禱
告，融化與父母兩代的撕裂和代溝。

服事們在少年聚會中有甚麼深刻的故事？

現在因應疫情不能有實體聚會，少年人有甚麼心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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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神　只求天上事

曾擔任教會長老職任廿一年，我們親愛的林紹光弟兄於四月六日被
主接去。

他在世九十二年，三分之二的人生都為著照顧弟兄姊妹。人暫別，
情永在。我們不捨，於此記弟兄一生的榜樣，互勉。

一九四九年，年輕的林弟兄因政權的變更，一個人留在香港生活。
林弟兄的母親為兒子的得救禱告了二十多年，到了一九六○年弟兄卅二
歲，聽到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家」，厲害得救歸神！

自此以後，他多年來探望老、弱、貧、病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
以基督的愛扶持牧養，得著許多家庭，令一族一族的兒女子孫蒙恩。林
弟兄一生的服事有幾個特點：

首先他是一個經歷神大恩的人，遇見基督的愛，珍貴無比，抽煙、
搓麻將等盡皆丟棄，從此只求天上的事，似乎愚拙，實為大智。

林弟兄也是個真實與神同行的人，幾十年來每逢早上，風雨不改，
必到聚會所帶領晨更，與聖徒享受靈糧。和他相近的弟兄姊妹們，總是
發現他行路躺臥，出入作工，都與他的良友耶穌交通不住。相信這就是
他內心滿了活水泉源，力上加力的原因。

慈父心　全然的傾倒

像這樣的故事，林弟兄能夠和你如數家珍。好多次他傳福音被
拒被罵，他總是帶到祈禱中，求神憐憫開人眼睛…相信今天還有不
少弟兄姊妹，難忘父母信主，林弟兄曾經帶隊拆除神枱偶像的故
事。有一位姊妹的父母信主，林弟兄就幫忙把整整五個大箱的偶像
清理，整個家族從此蒙恩歸主事奉。

回想一切，這位僕人總是叫我們溫暖難忘。最後想起的，是他
對青少年人和後輩充滿熱切的期望和關愛！和他一同祈禱，他會為
兒童、少年青年和教會新一代的工人，向主提名呼求，怕他們失
腳，怕他們忘恩，望我們愛神愛教會，望我們奉獻建造在一起...林
弟兄為人節儉，但總愛爭著請信徒吃飯。有一次新人受浸之後，見
他隨手就買了金邊皮面精裝的聖經，原來是一位新來教會的少年得
救，林弟兄歡喜欣慰，厚禮相贈，指望少年從此安家！

林弟兄常和我們說，自己學歷不高，身材又矮小，沒有講道的
恩賜...然而多年來他事奉的祕訣，是向活的神禱告。在他身上有一
種屬天的尊貴和堅持，使各種不同背景的人，都對他有一份由衷的
敬重，因此神的同在隨著他的腳蹤，走過的路程，滿是神蹟奇事，
洋溢著馨香之氣！

還要一提的，就是林弟兄有神賜給他得人的智慧，除了誠懇勸
說，照顧鰥寡孤獨的信徒，他也特別注重弟兄姊妹的親人家族得
救。每當某人信主，他就追問配偶、父母、兒女、子孫是否也信
主？總是盡力幫助，盡力鼓勵，親自出動，請客探訪，鍥而不捨，
如此被他「一網成擒」的家人，為數甚多。有一年特會中，他就見

證在分區中，最少有十個家族全體蒙恩！

馨香之氣 —
         記林紹光弟兄的故事

               

*林紹光弟兄的得救及事奉見證，曾刊於家訊第846期：
www.churchinhk.org/住在耶和華殿中的林紹光弟兄

誰軟弱　我會不焦急

 第三方面是這位仁慈的長者，真是一位有情的牧人，遇見他便感受到
基督長久的忍耐和愛憐，有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善意，使人窩心。和他
相處日久，發覺在他心中藏著一個大數據，全教會只要是他認識的人，
他都記在心上，各人的生活景況，長處弱點，特別是屬靈的狀況，林弟
兄都放在心中，時而懸念，時而代求。很多次我們和他一同禱告，聽見
他為著困難軟弱的肢體，低迴嘆息，擔憂愁苦；又多少次曾聽到他因信
徒歸回救主，或是在困難中轉危為安，他會歡呼雀躍，拍手頓足。

2018年家訊組採訪林弟兄(右一為林弟兄女兒林主恩，其餘二人為家訊組服事。）

基督曾為耶路撒冷哀哭，保羅說有誰軟弱我不軟弱，有誰跌倒
我不焦急？這些寫照，林弟兄都心領神會。

第四方面是他傳福音的殷勤和堅定，時刻流露著主的熾熱心
腸。凡弟兄姊妹有親友需要傳福音，無論是醫院是家庭，是早晨是
夜半，是寒冬是炎夏，林弟兄都是有求即去，有救無類。有一次他
帶年青弟兄趕往醫院—有聖徒的父親癌症末期，醫生表示只餘
兩三天時間。到了牀邊，原來病人二十年前已聽過林弟兄向他傳揚
耶穌是救主，二十年後抓住機會，一談即信，而且病者奇妙地表現
得十分精神，林弟兄說事不宜遲，即日找院牧一同幫手，就在病房
為他行浸禮！過兩天病人便平安喜樂地離世見主了。

林弟兄與新蒲崗區聖徒兒女合照

天路客　殷切待團圓

林弟兄九十二高齡，平安被主接走，雖然世界正處疫境，但是最後
一段路程，家人陪伴在側，教會多年的同伴，戰友和愛他的弟兄姊妹，
獲准輪流探望，唱詩讀經祈禱，在盼望中送別。我們告訴他說：「林弟
兄啊，你已盡忠，一生為主結果纍纍，結交了許多朋友，他們正和主耶
穌歡迎你，要把你接到天上永存的帳幕裡去(路十六9)！」

求主記念林紹光弟兄的家人親屬，安慰施恩保護，又願神垂聽林弟
兄一生的禱告—興起愛神和愛教會的人，不顧一切為主而活，作神
榮耀美麗的居所！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
在耶穌的頭上。」(可十四3)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自處顯揚那
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二14)

一位受過林弟兄服事的肢體說，九十年代自己家中兩個孩子還小，
當時每逢主日聚會後，林弟兄都請他們一家四口吃飯。今天說起往
事，當事人仍然很感動，因為其意義不在於一頓飯，而是那份愛留在
心裡，感動往後的人效法學習，為著神和聖徒的需要而獻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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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年的學習，每一天都寶貴，每一天都值
得回顧，不是外面環境所帶來的影響，乃是內裡的
人被震撼過來。原來從前很多固有的想法，或許都
很好，但不一定是神要我揀選的道路。正確的人生
目標方向，是為著神，是為著教會，但是在這條道
路當中，是不是只有方向，沒有定位，沒有路徑
呢？從前的特會信息提醒過我們，要知道你「在哪
裡」，也要知道你「要往那裡去」，而這半年事奉
課程就讓我看到「要怎樣往那裡去」。

這半年課程期間，經歷了外邊環境的動盪，讓
我想到約翰一書第二章。反修例風波，就好像顯出
今生的驕傲，對世人、社會以至教會不滿，神的兒
女也否定神的話語，不看、不想、不信。新冠肺
炎，就好像顯出肉體的情慾，人只顧自己的需要，
搶物資、搶資訊，有沒有顧及別人的需要？聖徒又
有否顧到神的心腸呢？經濟衝擊，就好像顯出眼目
的情慾，從前看到繁華鬧市，但神的兒女有否看到
教會的景況和自己的光景？ 

在這個氛圍下，更覺神話語的寶貴：「這世界
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
遠常存。」(約壹二17) 

外地教會的事奉學習，有一幕叫我體會甚深。某
日，當我們自以為過了很忙碌的一天，去找負責弟
兄們討論。我看到一位弟兄伏在枱上睡覺，他十分
疲倦，以至完全沒察覺我們來到。當他醒來時，卻
馬上招待我們。這個畫面令我非常難忘，他帶著職
業，每天服事弟兄姊妹，由早上到晚上不停作工，
只有一刻的時間休息；看看自己，今天在一切豐富
環境底下，我的心又如何呢？

事奉是一生的，操練和追求也是一生的，求主耶
穌幫助我，像祂一樣為了作工，連飯也顧不得吃。
不求樂與安，乃求神自己，哪怕世人以為這是癲
狂，在我卻是為著神永恆的旨意。

這半年實在是滿了主的恩典和憐憫，是難忘的半
年。半年過後，一切領受和得著主要可歸納為兩方
面：「真理裝備」和「生命經歷」。

就「真理裝備」而言，培訓一方面幫助我裝備更
多真理上的知識，另一方面讓我更清晰裝備的範
疇。在過去信主的年日裡，聽了不同範疇的信息，
也參加過大專的真理追求，以及讀過一些屬靈書，
但吃許多、留下的少；得著許多，漏掉的也多。這
是因為沒有妥善整理所學的，以至許多屬靈得著只
是聽了而已，而且未了解各方面之間的關係。若能
夠具體地把所學的逐一分類，並認識當中的關聯，
便可以更多了解真理。例如，在查經科中學習到一
些查經技巧，包括理解上下文、語法、句子結構等
等，使我掌握了一些基礎方法，對我往後讀經有莫
大幫助。

就「生命經歷」而言，首先我在半年裡接觸了許
多新事物，包括到小學參加佈道會，到外地教會實
習經歷主實在的信心功課，到中學接觸學生，還有
戶外個人佈道等等。再者，和其他學員一同學習，
我認識到各人有不同恩賜，他們對我來說，就像屬

以下是三位半年全日制事奉課程學員的分享。

外面的動盪不安  內裡的操練成長
      半年全日制事奉培訓課程結業見證(下)          

李卓賢：
內裡的人被震撼

沈晉暉：
神的手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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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時我一直嚮往能長時間待在教會過生活，
每日查考聖經，每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甚至住
在聚會所中，想不到在這次半年課程中一一實現
了。常常在這屬靈的氛圍底下，真是很幸福。

這半年就像一個檢視過程，檢視我這個器皿在
神面前究竟有多少用處。當然，檢視過後就是發
現自己有很多不足，也認識了自己更多，特別是
性格上的漏洞。

課程包括了歷史科，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歷史，
所以當知道要讀歷史科時，心裡面有十萬個不情
願，但主實在奇妙，在課程開始就安排我要負責整
合十二至十九世紀的教會復興史。整個過程中我常
在電腦前叫苦連天，但感恩的是，因為這份功課，
我「被迫」要了解教會發展的歷史，亦對教會歷史
產生了一點點求知慾和興趣。我更發現教會的復興
中有兩樣重要的東西：人和聖經，更深刻看見神在
歷史中就是不斷要得著人去復興祂的教會。

另外，在性格科裡，我們看見神對祂的工人有一
些性格上的要求。我個性急躁，神就興起事情讓我
學習「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
一19)我容易懶惰，神就訓練我殷勤不懶惰、攻克
己身。當中雖然有很多失敗和軟弱，但神仍然每一
次用祂的話親自來提醒我。

很多人問我這半年最不捨得是甚麼，我想其中一
樣就是我主與我的生活。我自己一個人住在姊妹之
家，有時也會覺得有一點點孤單，但主作了我最親
密的朋友。每天早晨讓我可以先安靜尋求祂，每天
晚上陪伴我完成課業，每一個時刻讓我可以跟祂傾
訴。這半年自己生活的時間，雖有孤單卻非常寶
貴。

 在開學日，主給我詩歌《主使我更愛你》(310
首)，成為這半年的心願。直到今天，願這首詩歌
的內容繼續成為我一生的心願，叫我更愛主，與主
更親密。「求主天天扶持我，給我力量保守我，使
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滿意足。」阿們！

靈父母和哥哥姊姊一般，對我多方關顧。在弟兄
之  家得以經歷弟兄同住的珍貴，一方面學習生活
技能，一方面學習待人接物技巧。當中每一環都
滿有恩典，恩典要一一的數，但也數不盡！神的
手在其中。

另外，我更多的認識自己，特別在性格科中，
讀到主工人的性格，知道自己在性格上有許多未
完全的地方，求主使我接受祂的陶造，好叫我合
乎主用。同時，我對教會的感覺也重了。在教會
歷 史 科 中 ， 我 們 看 見 神 在 不 同 時 代 ， 透 過 祂 的
話，藉著人叫教會更新成長，「大衛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十三36)求
主把這意念安放在我心中，愛祂的教會。

外面的動盪不安  內裡的操練成長
      半年全日制事奉培訓課程結業見證(下)          

上期三位學員的見證可於此重溫：
www.churchinhk.org/
外面的動盪不安-內裡的操練成長

蘇海雯：
我主與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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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奉獻，支票抬頭請書「教會聚會所(基督徒管家)」或
Church Assembly Hall (Christian Stewards)

　復原期(1972-1985)  
青年人興起　開出新局面

在六、七十年代教會混亂的局面中，主興起第
三家青年弟兄姊妹(即現在的新蒲崗聚會所)竭力追
求、懇切禱告、天天背經，聚會內容豐富。主的祝
福臨到，人數日增，在黯淡日子中露出曙光。

當時長老們忙於應付對立者的攻擊、控訴等消
極問題，教會屬靈方面的帶領、生命的供應，幾乎
全部放在一班帶頭的青年人身上。主也的確使用了
他們，眾人在極艱難的環境中，仍然靠著主的恩典
站立得穩。

因為每次聚會都很新鮮、活潑、有主的話、能
使人飽足，有些退後的聖徒也受到吸引，漸漸恢復
聚會。

教會難處解決後，屬靈情況開始轉佳，也有聖
徒從其他團體轉來，願意站在合一的立場上作基督
身體的見證。教會再次復興，生命和人數逐漸增
長。

在這段期間，由外在的聚會所擴展、服事人手
加添，到神話語的啟示，在在都配合著教會的復
原和更新，包括：

一、重建聚會所：一九七七年天文台道聚會所
重建，事奉配搭加強。

二、開展分區聚會：銅鑼灣、荃灣、觀塘、大
埔區開始聚會，許多青年人奉獻傾倒投入服事，
雖然仍然幼嫩，但愛主愛教會的心志和擺上，蒙
神悅納賜福。

三、一九七七年十月下旬，美洲、非洲、歐
洲、澳紐等二百多位弟兄姊妹，來港訪問交流，
擴闊了我們的心胸度量。

四、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亞洲眾教會事奉訓練
及特別聚會舉行，談及六十年來主在我們中間的
歷史，主題是「重溫我們的異象：基督和教會，
生命與建造」。

1977年外地聖徒來港訪問

恩典旅程　先苦後榮
四月份開始，主日信息交通彼得前書，主題是

「恩典旅程　先苦後榮」(A Grace Journey thru 
Trials unto Glory)。彼得前書的背景是苦難，當
時基督徒大遭逼迫，但這卷書的焦點不是苦難，
而是恩典。苦難不過是叫我們經歷恩典，最終叫
我們得榮耀。

我們是蒙神揀選的人，祂照自己的大憐憫，藉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
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
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我們既有這榮
耀的盼望，就不以世事為念，認識自己在地上的
身分是客旅，是寄居的，目的地是屬天的家鄉。

我們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必遇見種種苦難，但
苦難之外有恩典，並且恩典一定比苦難大，故此
基督徒的人生可說是恩典之旅。彼得前書一章11
節說，基督是先受苦難，後來得榮耀；同樣，神
允許我們經過大大小小的苦難，為著叫我們經歷
祂 全 備 的 救 恩 ， 生 命 被 變 化 ， 模 成 神 兒 子 的 形

像，將來與主一同得榮耀。故此，苦難是一個暫
時的過程，神藉此成全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
給我們，最終叫我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這是神
呼召我們的目的(彼前五10)。

願我們在一切環境中，認定這位賜諸般恩典的
神，在恩典旅程上經歷先苦後榮。

(主日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資源庫」中的「主日
信息集」瀏覽)

(教會史話‧五)

下期預告

特別的直播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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