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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話題

敖會中有年屆it休玟己仜逖体的弟兄姊妺走孜會i良

︴ f入 力甘源 該是神咽的生力單 因為他們信主 多

年 冇事奉和人生妁經駩 生活7定  圮女長大向立

歭冏豐裕 ﹉可走 常散會牧長岡工世詩 ((一 佇t更 多6與羋

牶時 他η會市t「 我甪老一 t→ ′﹄事 奉伎會;i年 肯
人 !」 或訌

「
我們己紝做姁丁 不7佔 看位置 應由年

卡人卞接班啦 !」 訰來冠冠堂旦 大冇
一
推仜 r.肝 」之

ljk。 如呆你Ⅲ他鯽退休後作甚1, l＿ 側的計剒足〡去旅

行」  
「
好好地玩一下 羊受人生 ⋯」或

一
專注在(l花

杏魚奏烏等等啼好上 .＿ 卻彳艮少 ,.乓 吏批心 更多羋奉

主 或隹主的莣舌語上進修 臾裴備向己 月餘年全邙 ‵

忕綌主 .

為甚l+冇 些人到六十 f.k左 右戍

一

十以上 就不耳為

主而活呢 9為 何他們以前那偅︴主的熱心 卻隨他們的

年蕆忮忮消失呢 9戍者笈得非常碩固 難與別人扣庉 .

白己孤立自己 以攷不想事奉 也不徒事奉呢 9或找各

種藉口 如身∥ l＿
.廉 ｛注怠 :越 不芧奉 身芢 Iv容 笏笅

埌 )的理由 〡t在 牧會申作趖
「
袖手旁矼 無所羋 tP」

的
「
客座信徒」木 .這 是非卞可 lnL的 !為 甚麼釙到jE樣

的地步 9簢 而言之就是這些人的｛命沒有隨并戉月呯

長 .因 為信主是一生的事 在主裡沒有
「
退休」的 宜

命是會
「
不迠刖迣」的 .

舊約綮西八十戉才鬥始事奉神 一直到一百二十戉
死亡為止 .芧 牶屮ii遏 了許 多雞皮 、危羷 挫折 但他

從來沒冇求神紟他it休 .迎 勒哽足典型礿榜枺 .詩 rl迦

勒自己怎 9￣ 訰 :〡 自從耶和華〺崢 1,r,汍 這話的時候 耶

和華照祂所l＿ 許 1(,｛t我 存沽這四十五年 其問以色列人

在嚥野行走 ‘肴哪 現今我八十五戉丁 .我送走,9.壯 俅

崢西打夸衣去妁 9r.天 一俵 :無請足乎玳 是出入 戒的

ㄌ童耶時如何 Tn隹 是如何 .求 你將耶和華那曰應玝我

礿這山地佮我 .耶裡有亞→肉裱人 並莌走堅固的城⋯⋯

我就杷他們趌出去 .於 是約書正為耶孚尼的 ,’ 子迦 19祀

慆 將希伯崙佁 (一 為業 .」 ｛吉十呁〕(├ I〕 )這 是何午的

〡睛壯語 走每 ..年 長信徒的枒枺 .

徒絇活到送休年拎 是祌給你茨 9＿ 妁福氯 ﹉徉福不

惜福 得稻不囥報 這莯礿信徒共芒命一定有問趐 .不

乓效法這佃世 岕的所謂
「
遝休」 砷在我們每佪人身上

郜冇祂的計刲 I1日 的 祂要我們在世的日子荳力而為

完戉祂的托付 .信 徒的真正
「
迖休」是

「
息 .,ii主 一的

峙候 .那 時你要 不退也由不徉你 ﹉所以只要你一息尚

存 都不能也不應談
「
退侏 :.衶 市敖箸和福青工作需

乓你 所以更ll用 彳t工 作退下 ║仔到 更多的時間 絰

吤 和安定的生活 更熱心在芥t會 屮事奉 才不辜 向衶

綌你沽到j=縻 災的年戉 和這法好的時光 . 〈馬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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