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They Shall Still Bear Fruit In Old Age
诗篇 92:12-15
引论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目标，希望自己能拥有开心的退休生活
a. 他们花很多年攒钱计划他们的退休生活
b. 他们期待着那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得事
2. 但是在神的国里也存在“
“退休”
退休”这一概念吗？
a. 我们可以歇下世俗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呢？
b. 的确,身体上的体弱多病有时可能会成为一种阻碍，但是这是否一定意味着我
们有理由在教会的事工上退休呢？
3. 诗篇 92:1292:12-15 中, 我们看到了对于义人的描述
a. 他们被比喻成棕树和香柏树
b. 发旺在我们上帝的殿中和院子里
-- 请特别注意第
第 14 节：“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此章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年老时也有能为神的事工效力之时。老年人虽说上了
年纪，但仍可以“
“结果子”
“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结果子”并且仍会“
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神可以并且的确也在使用年老者，这一点显而易见，尤其当我们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时，更会觉得确实如此——]
I. 圣经中神曾使用年长者
A. 摩西和亚伦
1. 他们蒙拣选，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
2. 他们当时一个 80 岁，一个 83 岁 – 参见. 出 7:7
3. 当时他们已超过了一般人能活到的岁数–诗
诗 90:10(该诗由摩西所作)
90:10
B. 约书亚和
约书亚和迦勒
迦勒
1. 约书亚于在世的最后三十年受命负责带领征服迦南(他一直活到 110 岁,
书 24:29)
24:29
2. 迦勒也积极参与到此次征服中，他当时已经 80 多岁了
– 参见. 书 14:614:6-11
C. 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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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从年少时开始侍奉神，一直侍奉了 70 多年! - 参见. 但 1:21
2. 当他已 80 多岁时，他还——
a. 在巴比伦国作为三位总长之一 – 但 6:16:1-3
b. 被丢进了狮子坑 – 但 6:46:4-27
c. 在大利乌王以及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 但 6:28
d. 看见到一系列的异象 – 但 88-12
D. 撒迦利亚和伊利沙伯
1. 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父母
2. 他们两个人都已“年纪老迈了
年纪老迈了”–
路 1:7
年纪老迈了
3. 但是他们一个在圣殿中侍奉，一个生下了约翰！
E. 西面和亚拿
1. 两位老人生来就是为了能在基督降生不久后被送到圣殿受割礼时，为基督
做见证 – 路 2:252:25-38
2. 亚拿当时已经 84 岁了,她一直都在“
“禁食祈求，
禁食祈求，昼夜事奉上帝”
昼夜事奉上帝”
F. “有年纪的”
有年纪的”保罗
1. 在 腓利门 9 节中，
，保罗这样称呼自己
2. 但我们知道，此时的他仍然——
a. 忙着写信(弗，西，门，腓),在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b. 旅行布道、探访、鼓励众教会，在他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神在人的“黄金时期”使用他们，让他们来侍奉神。我们已经
看到的这些例子无疑已说明，上了年纪的人是可以做到“在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
的。
那么今天又会是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吧。]
II. 今天神在教会使用年长者
A. 教会中
教会中总是需要更多的
总是需要更多的“
总是需要更多的“长老”
长老”
1. 设立长老监管地方教会，这不也是神所计划的吗？
- 徒 14:23；
多 1:514:23
1:5-9
a. 他们是年长者，是能够教导、带领“羊群”的人，不是吗？
b. 他们要监管神的教会，为神的羊群做好榜样，不是吗？
- 彼前 5:15:1-4
2. 但是有很多年老的弟兄们似乎已经在退休不上班之后，也在积极侍奉的事
上退休了!
a. 他们中很多人才 65 左右, 与我们所看见的例子中的人物相比要年轻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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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他们刚好为主派上用场时，他们却想要退休!
c. 如果觉得不够资历侍奉，何不花上几年的时间成长，去达到这些资质
（如果可能的话），然后参与侍奉呢？
d. 很多想要讲道的年轻人也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做好了准备，那么年纪大
一点的人就不可能做到吗？
B. 教会中
教会中总是需要更多的
总是需要更多的年长
总是需要更多的年长姊妹
年长姊妹
1. 她们需要像保罗在提
提多书 2:32:3-5 所吩咐的那样去行
2. 她们要“
“用善道教训人”
用善道教训人”，指教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做个好妻
子，会料理家务
3. 很遗憾，很多的姊妹在达到了要求的年龄后却停止了教导!
a. 觉得不够资格去教导？那就行动起来，去做准备吧！
b. 坚持让自己学习神的话语，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准备好的！
C. 教会中总是需要更多可以提供服侍的年长者
1. 比如说：
a. 款待与捐赠 – 很多年纪大的人在财务方面已有了保障，可以做很多
年轻家庭所做不到的事情
b. 教诲与传福音 – 既然有大把的时间在手，何不与他人一同学习呢?
2. 若身体很差，也还是可以做些事，比如：
a. 寄卡片，打电话
b. 花时间祷告、禁食 – 参见. 路 2:37；提前
2:37 提前 5:5
-- 我听说过过一个人，她身体很不好，但她为生病的人祷告，为做教导
事工的人们祷告，等等
3. 从今天学习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年纪大的人还可以也应该做到：
a. “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
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在他毫无不义”
– 诗 92:15
b. 将神的能力指示给下一代 – 参见. 诗 71:1771:17-18
c. 将神大能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参见.诗
诗 78:178:1-8
结论
1. 无论年少年老，都必能为神所用
a. 只要愿意预备自己
预备自己去侍奉神
预备自己
b. 只要愿意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去侍奉神
献上自己
2. 我们可能歇下世俗的工，但我们不能歇下对主的侍奉!
a. 虽然身体上的不便是可能会限制我们所能做的事
b. 但只有死亡能阻止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
3. 问题到底出在身体的不便上还是灵命的懒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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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们无法阻止年岁的老去
b. 但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 参见.林后
林后 4:16
4. 我们的问题可能与我们所处的崇尚年轻的文化有关
a. 在这样的文化中，老年人的智慧与经验不能受到尊重
b. 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的社会过快地让老年人“放羊吃草”了
5. 另一些文化中反映出了圣经中的准则
a. 在这样的文化中，老年人受到敬重，他们的智慧与经验得人欣赏
b. 在这样的文化中，老年人继续担当着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角色，甚至直到
生命的终了
我相信义人可以且应该在“
“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我希望这一讲的学习能激励
年长者们重新审察自己对主对教会可以发挥的用途。
希望我们也都能拥有这“有了年纪的保罗”所拥有的态度：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向着标竿直跑，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
必以此指示你们。
必以此指示你们。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3:1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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