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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紐 ‧ 橋樑 ‧ 總執事室
總 執事室給你的印象是甚麼？每逢主日，各區執事

為甚麼設立總執？總執做甚麼？今期家訊帶領各位
認識我們的總執。

長老

執事

八個主要職責
尖沙嘴聚會所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建成，其後陸續在
各區購置聚會所。隨著教會開展、聚會人數增長，事
務也隨之加多，不能單靠聖徒在公餘時間兼顧，因此
需要設立總執。總執乃教會行政事務的樞紐，負責聯
繫、支援、配合各分區事務上的各種需要。現時在尖
沙嘴辦公的總執職員共十四位，來自八個分區；年資
最長的職員工作了廿五年，最短的於去年八月入職。
總執的主要職責，包括以下八方面：

屬靈負擔的傳遞

聖徒

總執每年舉行秋季旅行，參加者包括職員、傳道同
工及家屬。平日大家忙於工作，這一天拋開各樣事
務，結伴同遊，欣賞美景，閒話家常，述說主恩，樂
也融融。

職員心聲
＊感謝主帶領我來到總執，因工作時間較穩定，我可

＊我在二○○五年九月加入總執這個大家庭，負責觀

教會的治理

香港教會由長老們負起治理之責，與執事和全職傳
道人配搭，牧養聖徒及推動屬靈事工。有效的事務安
排可幫助傳遞屬靈的祝福，故此需要執事室在事務上
配合與支援，當中總執擔當不可或缺的橋樑角色。透
過總執，長老將有關事務安排傳遞給各分區執事室，
從而達至每位聖徒：

逢週二上午，總執兄姊一同晨更，按著當天的新約
讀經進度，分享主的話，彼此激勵。此外，兄姊定期
填寫個人代禱事項，放入盒子裡，再輪流抽出紙條，
在禱告中記念肢體的需要。這樣的實行，幫助兄姊彼
此代禱，也讓大家了解同伴的情況。

以兼顧家中事務和教會生活，每週三次參加聚會，逢
週二上午又可與弟兄姊妹一起唱詩、禱告、讀聖經。
在總執工作，與兄姊同心配搭，向著同一標竿直跑，
實在好得無比！(源)

室均有聖徒當值，處理各項事務，弟兄姊妹對此不會
陌生。然而，大家對位於尖沙嘴聚會所一樓的總執事
室(簡稱總執)，又認識多少？

教會是神的家，也是基督的身體，所有重生得救的
聖徒都是神家裡的人，也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現時
聖徒分在十二區聚會，但仍屬一個教會，教會的行政
也只有一個。

在總執上班的聖徒，既是同事，又是弟兄姊妹，名
符其實是職場同路人。將各人聯繫起來的，不單是因
工作關係，更是因主的愛、主的生命。

1. 分區及專項支援：支援分區及專項之日常行政、
總務等工作

塘區三層樓的整潔。逢週一至六上午我在聚會所工
作，主日參加擘餅聚會；換言之，除了集合聚會，我
天天留在分區聚會所，滿有家的感覺。每天上班，我
都倚靠主，尤其要處理一些需特別注意安全的工作，
總會先禱告求主保守，而我也深信無論我在哪裡，主
必與我同在。(英)

總執兄姊聚餐

為總執代禱
1. 總執職員除了上班工作，在教會中也有服事崗位，
等於天天服事。請為總執職員禱告，求主叫他們的
服事常得更新，天天在神的殿裡事奉，滿有榮光和
喜樂。
2. 總執運作多年，已建立穩定架構，每項事務均有記
錄，但危機是可能會變得因循苟且。求主提醒總執
職員，做事不因循、不封閉，要有敞開的心，常常
倚靠主。
3. 求主興起接班人，願意投身教會事務，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

＊我在總執工作了兩年，體會到同心配搭的寶貴。有

一次受浸聚會，二樓女厠突然爆水喉，導致二樓大廳
水浸。當時我不知所措，幸有老練的姊妹教我用掃把
和拉圾鏟清除積水，又有五位聖徒齊心協力，結果二
樓大廳很快回復原狀。
另一難忘經歷是：入職初期，有時不小必弄壞了教
會的東西，例如：晾衫架、抹手紙架、兒童椅子等
等。每次我都感到害怕和不安，幸好主管沒有責罰，
而是提醒我小心做事，感謝主！(常)

總執兄姊合照

2. 聚會支援：場地安排、物資預備、服事人手編配
(部分人手由各分區提供)

總執事室

分區執事室
事務配合與支援

以每年的新春佈道會為例，屬靈負擔是傳揚福音、
拯救靈魂，背後有許多事務的安排，例如：租用場
館、製作宣傳品、車務、音響、預備物資等等。
除了屬靈事工需要事務上的支援，財務及物業管理
也需專責處理。長老們慎重處理教會的財務，並定期
向聖徒報告收支項目及每年經專業核數師核定之會計
賬目；教會購置物業作聚會所用途，有關物業需有管
理和定期維修，這些均由總執管理或安排。

3. 行政及人事管理：行政方面，分為對內及對外
內部管理：召開會議、會議記錄；對外聯繫：致
函政府部門及其他團體、租用聚會場地。人事方
面，處理職員人事記錄，安排及管理職員工作。
4. 會計部：處理日常收支、賬目、財務報告
5. 編輯部：抄錄信息及見證，文字輸入及潤飾，編
輯家訊、聚會場刊及各類印刷品。
6. 資料處理：記錄及管理聖徒資料
7. 資訊科技及技術支援：電腦設備及網絡維護
8. 物業管理：出席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監管
大型維修工程、維修保養聚會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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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旅行

聖徒
專訪

聽說你之後做了一份完全不熟悉
的工作，是嗎？

「智慧齒」長老 ：梁啟漢弟兄

任職教師的時候，同事都很上進，其中一位更
出書成為作家。校長也很有抱負，常常鼓勵我去
進修，所以我就在師範學院修讀兼讀制課程。奇
怪的是，每次到學校上課我靈裡都不安，禱告後
知道是主不要我長期作教師，我便順服主，退出
進修課程，把前路再交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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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歷程篇

學年快要結束、將要續約時，有一位弟兄來港
開設電腦公司，邀請我做合夥人。我當時甚為猶
豫、忐忑，因為電腦並非我的專長，但另一方面
又覺得可以學習新事物，於是我就轉行了，一做
就是十年。很多工作我都沒有做過，包括編寫程
式、聯絡客戶、管理員工、探訪廠家等等。由於
不熟悉這個專業，所以每天上班都得緊緊倚靠
神。現在回想，正因為這份工作才可以豐富我人
生的閱歷，為要來的服事裝備鋪路。

你是如何得救的？
我本來一家在內地居住，因父親來
港治病，便搬到香港。初時生活十分艱
難，住在木屋區。一次風災，吹散了我
們的家。有基督教社福機構來探望我
們，協助我們搬到公屋，更提供一小筆資金讓我
們開設一間雜貨店。父親因此對基督教有好感，
並認為做人要飲水思源，福音的種子就這樣播下
了。在那個時代，家人不反對信仰是很難得的。
我在基督教小學讀書，知道有罪、有神、有地
獄。直到中二，有位老師個別向我傳福音，我便
流淚信主了，其後經常參加福音班。

得救後如何投入教會生活？
得救後同伴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在七十年代受
浸，與我同屆受浸的少年人有四十幾人，教會於
是開始有少年操練班，一同讀經、追求。同屆受
浸中有四位是同班同學，我們放學後便一同溫
習、打球、讀經。但一到暑假，與同學少見面，
我受浸三個月就停止聚會了。直到開學後，兩位
少年服事在一個週六下午特來探望，使我恢復了
聚會。那時候開始覺得要養成去聚會的習慣，生
活中也不能離開弟兄姊妹，真是作一個「肢
體」。

青年聖徒相調，右一為梁啟漢弟兄，右二為唐崇基弟兄。

你如何尋求婚姻？
我跟姊妹是在教會裡認識並一同成長的，經常
在閱覽室碰面，漸漸有好感，於是便開始尋求
主。直到主賜我一句應許的經文，大專畢業那年
我向姊妹表白，而姊妹自己在禱告中對主有許多
經歷，清楚主的帶領，於是我們開始交往，兩年
後便結婚了。
雖然在我看來這一切好像很順理成章，但其實
在交往前，姊妹因為我未清楚表白，似乎態度含
糊，情感上受了很多的苦，經歷主很深的模造。
因為她性格爽朗，我喜歡跟她相處，譬如弟兄姊
妹一同行山，我也主動叫她一起參與。豈料這一
切原來讓姊妹有很多猜測，讓她受傷甚多，然而
她在禱告中得主安慰、幫助。因此我們的愛和婚
姻，不單兩人彼此相愛，更是靠主連繫而得堅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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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對教會有何認識？
從少年時候就認識神的心意是「基督和教
會」。當時弟兄姊妹都有一股家風，就是全心全
意為主為教會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就覺得
愛主、愛教會是很正常的事。

事奉篇

我在初中時開始投入服事，還記得我的第一項
服事是印刷服事。當時沒有打印機，要印筆記就
要人手用模板抄寫，因此，從配搭弟兄的榜樣學
習準確認真，寫字要端正秀麗，不知不覺接受了
性格操練。

為何選擇全職事奉？
一生事奉神的種子，早在中學時埋下，
至於以何種方式事奉，只在於神的帶領和
安排及神家的需要。

你如何尋求職業？
當時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入大學率只有百分之
五左右，我打算若考不上就開始就業，可是服事
我的弟兄鼓勵我：「若是可能，要讀大專，目的
不是為了找一份高薪厚職，而是為著見識，為了
多幾年可以裝備，以合乎主用。」

全職事奉前，我是「半職」事奉的。當時正值
教會滿了開展的負擔，特別要多領中學生信主，
為主得著教會建造的材料，於是教會購入興漢大
廈新聚會所，開設學生中心，開展學生福音工
作。來學生中心的人非常多，可是職員只有兩
名。由於教會有這樣的需要，我向原來公司的股
東商議轉為半職，上午上班，下午就配合做學生
工作。收入雖然減半，但生活無缺。

我畢業於浸會學院，當時還不是公立院
校，因此我只可在私立中學任教。畢業後不
久我就找到一份教席，並簽了約，這時負責
弟兄鼓勵我去美國探訪教會，一去就是兩個
月。在那兩個月，我學習服事，也對教會有
更深的認識：神的工作是全地的。回港之
後，那份合約竟然取消了。但感謝主，一週
後我又在港島區找到教席了，剛好教會在銅
鑼灣永興街開始聚會，我因此遷到港島區，
配合教會的開展。教師這份工作做了五年，
帶領了二十多位學生信主。

後來，因為九七移民潮，教會服事同工減少，
那時教會的長老和我交通有關全職事奉的需要。
當時我和姊妹一同尋求主，我倆都一同領受，主
既算我們為配，用得著我們，想到「為著教會，
何來懊悔？」於是很快就結束公司業務，承擔服
事。主使我想起，我在教會中的功用，應像牙齒
中的「智慧齒」，對咀嚼食物及說話等功能沒有
多大作用，但可能使恆齒長得緊密。神給我的恩

啟漢(右一)與聖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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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才幹不大，但是我可以做「頂住」的那一
個，意思是做扶持其他肢體的人，一同盡功
用，能在教會有需要時「頂住」。記得我一開
始在銅鑼灣區事奉，後來調到觀塘區，再之後
去到屯門，後又回到銅鑼灣，再到筲箕灣配合
開展，現時在將軍澳配搭，都是擔當「頂住」
的功用，與聖徒同承擔、同建造。人離開自己
熟悉的環境，是不容易的，可是我的感覺就是
「我是肢體」，無論到哪裡都作「頂住」別人
的肢體。

擔任長老後，經歷最大的難處是
甚麼？
最大的難處應該發生在一九九○年前後，一

位已往對香港教會很有幫助的弟兄，在教會的道
路上出現偏差，帶給教會很大的攪擾。我那時候
很迷惘，一直思想教會將何去何從？內心的掙
扎、壓力之大，是難以言喻的，但在這麼艱難的
環境中，我更體會教會是屬於主的，是主的身
體，學會信任一同配搭的肢體。若非有肢體同心
配搭的力量，恐怕我也無法走出那個困境。直到
現在，偶有內地同工來訪，他們對香港教會的和
諧配搭都留下深刻印象，這是主特別的憐憫和恩
待。

擔任長老後，最大的學習是甚麼？
要一直否認自己，並要學習配搭。我是一個性
格逍遙的人，其實沒甚麼雄圖壯志；覺得神沒有
給我領導的性格，但實際上又要同擔領導的工
作。感謝神讓我看清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我只是
一個蒙恩的罪人，又像以撒，所有都是白白承
受、白白得來的。因此，我也沒有「做」長老的
感覺。你「做」那樣的人，和你「是」那樣的
人，是兩種境界，差別很大。服事神的人要真

實、要單純，在任何地方都要表裡一致，不論
在教會、在學校、在公司、在家庭，不要戴面
具，這個要從小事上操練，操練做一個「真」
的人，像保羅在林後一章12節的見證，「憑著
神的聖潔和誠實」(原意是單純和真誠)，來服事
教會，向基督存純一清潔的心。

你認為現在教會最重的擔子是甚
麼？
傳承。這不單是我的感覺，也是長老們共同
的負擔。第一代是一個「家」的教會，規模很
小，不管建立多少都是「加」。到第二代，教
會各方面逐漸穩健，像「小康之家」，但不知
不覺會因循、老化，失去新鮮，像「老底
嘉」。可是無論在哪個時代，神都需要得著青
年弟兄姊妹，成為「第一代」。我明白現今時
代是特別艱難的，但願主興起教會中的青年
人，被主愛燃燒，為主為教會而活，一生蒙
福，也成為別人的祝福。

教會
史話

香港教會由
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拓荒開展，到跨越
世紀千禧年的今天，走過
了八十多年。家訊由今期開
始，帶領大家回望神家的家
譜，希望藉此讓我們更認識神
的作為、教會的歷史，俾
能承先啟後，承擔神
的託付。

香港教會第一次擘餅聚會
香港教會早期自1934年起，多位兄姊包括
欒腓力、魏光禧、陳主言、江守道、汪佩
真、于素真、陸忠信、陳則信、倪柝聲、李
常受等等來港開展工作。
1937年有了第一次擘餅聚會，借用九龍城
民生書院，共有15人；後來在南昌街155號3
樓聚會；不久遷至長沙灣道石硤尾街39號3
樓；1941年再遷至佐敦道7號2樓，人數漸
增。

佐 敦道 7號 聚會 所(1 941 至1 950

年)

四十年代初，戰火蔓延香港，教會在磨難中
仍然有聚會，但開展受阻。1941年底至1945
年8月，日軍佔領香港，民生困苦，而教會在
諸般危難中，見證卻越見豐富。兄姊們把大小
事情都帶到禱告中，且把包括祈求甚麼、何時
蒙答應等都詳細記錄。例如其間有一年旱災，
5月16日聖徒求主降下甘霖，17日晚上即下
雨，18日再降沛然大雨；又有弟兄在槍林彈
雨中蒙主保守、疾病得醫治等等。禱告多，經
歷也多，對主的信心越過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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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系列

Eureka 少年福音：
主的觸摸和醫治

2018年Eureka少年福音的主題是 Touch(觸摸)。
在禱告尋求時，籌委們看到現今少年人內心許多的傷痕，很少人能明白，很需要主醫治。正如
近年中學生輕生的新聞未有停斷，背後的原因多與內心傷痕、家庭問題有關。
主耶穌道成肉身，在地上醫治了兩個人：患血漏的女子和大痳瘋病人。血漏女子因信「摸」
了耶穌，十二年的病轉瞬間得醫治；患大痳瘋的病人，其實主只要用一句話就能治好他，但
主卻「摸」他。他們兩人都是接觸了主，而認識、經歷耶穌是主！
兩天的活動相當精彩，少年人十分投入。第一天
下午是「户外歷奇」，在九龍公園進行，主題是
「漏」。少年人輕鬆愉快地彼此扶助完成挑戰，建立
關係。第一天晚上是第一場的福音晚會，見證的姊妹
說述主的偉大，把家庭和心靈破碎的她，完全治好；
分享信息的弟兄以主醫治血漏女子的故事，說明主今
天同樣有醫治能力。少年人在會後促膝談心，真誠傾
訴家庭中的傷痕、心靈裡的困局，差不多每組都有慕
道者流淚。最後在擁抱禱告中，彼此激勵。
第二天上午是理工大學歷奇，主題是「摸」，少
年人較第一天更投入。下午佈道會分享到主如何醫治
大痲瘋病人，弟兄在信息中提到少年人都像大痲瘋病
人，在校園找不到認同，在家庭找不到接納，在生活
中更因罪與神隔絕。然而主不但有能力醫治，更願意
觸摸每個受傷心靈，將新生命賜給人。
最後，71位新朋友中，57位
決志信主，主顯明了
救贖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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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系列

「童FUN同行」
兒童佈道大會

每 逢年底，教會都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兒童佈道大

會。2018年12月22日，觀塘區聯同將軍澳區，在將
軍澳仁愛堂田家炳小學舉行「2018觀將兒童活動日
X家長加油站」(以下簡稱「兒童大會」)，主題是
「童FUN同行」。適逢冬至，為寂靜的校園在寒假
中增添溫暖的笑聲。

為小朋友而設的「放電」遊戲，內容主要是以
「五色福音」為藍圖，由四組兒童服事分別帶領一班
小朋友「過五關」。遊戲環節大致順暢，雖然一開始
不乏進入瘋狂狀態的場面，也有較難服事的小朋友，
但他們都樂意聽從哥哥姐姐，亦很投入玩每一項遊
戲。


小朋友全情投

預備禮物包的小插曲

入玩遊戲

最後一次開會討論後，在服事們準備禮物包的過
程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今次的兒童大會，總共需
要預備二百個禮物包，但當天能留下來包裝的弟兄姊
妹只佔少數，甚至連包裝用的禮物袋也不足夠，因此
需要花額外時間繼續包裝。感謝神，最終有兩三位姊
妹能於週中抽時間包裝禮物，趕及在大會前完成所有
禮物包，於當天派發給每一個參加的小朋友。

「放電」過後，終於來到當日的重頭戲— 「五
色福音」！幾位負責講解五色福音的弟兄們精心預
備，以簡單易明的方式向一眾小朋友講解福音信息，
他們非常留心地聆聽，也很專心地跟著祈禱。兒童是
教會的下一代，看到這個畫面實在令人感動不已！
聽完「五色福
音」後，小朋
友專心地跟著
祈禱。



兒童服事們為了籌備兒童大會，數月前已密鑼緊
鼓預備各項大小事務。無論在設計主題及內容、邀請
弟兄姊妹參與服事、大會前接二連三的會議、預備禮
物包等，每一細節他們都用心預備，並擺上很多時間
禱告，忠心牧養神的小羊群。

姊妹們為兒
包「趕工」

與神同工

傳遞祝福

服事們準備就緒，各就各位，迎接小羊的來臨，
兒童大會在輕快的音樂和活潑的歌聲伴隨下正式開始
了！當天有逾百個小朋友出席(部分是田家炳小學的
學生)，其中數十位是有家長陪同出席的。大會前
夕，雖曾出現人手短缺的問題，但感謝神為我們預備
了足夠的人手，能應付各項分工安排。兒童大會中，
大部分時間都是小朋友與家長分開活動；小朋友需要
「放電」(盡情玩樂)，大朋友同樣需要「休息」一
下，因此大會為家長安排了講座及分組。

家長分組

小朋友很樂意跟隨領詩的姊
妹們祈禱

數不盡的感恩
兒童大會過後，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都為著當天
的服事、彼此有美好的配搭、時間控制得十分順暢、
兒童很投入和喜歡這個地方而感恩。透過這次福音行
動，除了讓參與的兒童能進一步感受神的愛，亦盼望
將神的愛帶進他們的家庭和校園，並為社區注入愛。
福音不是單單停留於一個活動而已，所以服們誠邀各
個小朋友繼續參與兒童聚會，讓他們能從小開始認識
神，實踐「童FUN同行」！


童大會的禮物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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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信息

遵行主話
新的一年開始，主回來的日子又近了。聖經已
向我們預言主會再來，我們該如何回應？如何成
為一個合神心意、蒙主稱許的教會？

作個蒙主稱許的教會
主再來的時候，與挪亞的日子和羅得出所多瑪
的日子一般，人照常生活，忽然間，主就顯現。
在末世的日子，我們應當時刻儆醒，不要容讓心
思被世界的事充斥，取代了主在我們人生中的地
位。
啟示錄記載了七個教會，其中之一的非拉鐵非
教會，得主稱許，使主心滿意足。非拉鐵非教會
最大的特點，是鄭重主的話並在生活上遵守。我
們是屬神的人，應當與世人不一樣，從世界分別
出來，在生活上謹慎自守，具體實行是要持守主
的話、不棄絕主的名。我們每天要分別時間出來
給主，讀主的話，並且時常呼求主，經歷並倚靠
祂，如同非拉鐵非教會一般，蒙主的稱許。

切慕主來
愛慕主臨
主的再來，是聖經中還未應驗的最大預言。世
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今天我們應當悔改，
心轉向主，將人生焦點重新放在主身上。讓我們
好好預備自己，愛慕、切望等候主，催促主回
來。

務要傳道
昔日，保羅在神和基督耶穌面前囑咐提摩太：
務要傳道。今天，神對我們有同樣的託付，就是
要我們作傳揚福音的工作，完成耶穌基督的託
付。到主再來的那日，所有凡信祂名的人，都要
在基督耶穌的審判台前交賬。神會按照我們各人
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但願我們都認識神的心
意，重視並且實行，把握現在，將福音傳給人，
與神同工和配合，將來能一同得著神要賞賜給我
們的獎賞。
(主日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瀏覽)

屬靈書
推介

《談情說理話新約》

作者：吳慧儀

出版社：更新資源

新約聖經對我們應不太陌生，但要掌握其精義，應用於生活，卻非易
事。因此，本書有系統地講解新約中的歷史、文學和神學(這些並非我們所
熟悉的)，讓我們進入新約每卷書中的「理」與「情」。
例如，若要明白哥林多前書的問題，我們先要認識哥林多的獨特歷史。
文學上，保羅在哥林多前書首四章開宗明義解決問題的癥結— 驕傲和屬
肉體。回應每一個問題，保羅釜底抽薪，說出更深層的神學意義。
保羅在哥林多書信多番流露出他的「情」，例如他最後以在基督裡的復
活盼望說明對教會不灰心的原因，故他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作總結(林前
十五58)。
細覽本書，不僅能綜覽新約，更能進入新約情理兼備的豐富內容。
更多內容請參看：
http://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
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88156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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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可經分區執事室或WhatsApp 91720053訂購書籍，
或到尖沙嘴聚會所三樓圖書室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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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