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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信徒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廿九日．劉祖光弟兄退休感恩會的分享 

 

現今的香港人主要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移民及其後

代。 

 

劉祖光(大 Joe)的外公羅孝敏弟兄和外婆謝惠蘭姊妹帶著他媽媽

於五十年代走難來港，大 Joe正是第一批在香港出生，土生土長的

一代。他們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只視香港為臨時謀生之地，期望

賺夠一筆之後便可以衣錦還鄉，與國內的家人團聚；反而這一批五

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的嬰兒視香港為家，而現在正是他們

退休潮的開始。 

 

大 Joe今日舉辦退休感恩會，並且邀請許多新知舊友一同為他

高興。我盼望今日大 Joe舉行的退休感恩會能夠帶動一個新潮流，

就是每一位教友，每個人都舉行退休感恩會，好像慶祝 80大壽一樣。 

 

 今日的退休生活跟以前很不同。二十多年前，我父母一代的「退

休」等於「退憂」。現在的香港人身體健康，壽命長，年青時已經

在經濟上籌算退休後的生活，現「退休」等於「退優：退得優（正

字：休閒）閒」。「退休」即是宣告新一頁的開始，「退休」等於



開始做自己喜歡的事。相信大 Joe退休後仍然不會空閒，仍會忙於

自己想做的事情。 

 

近年來，社會給予「退休」人士一個新稱號 ── 「金齡人士」。

「金齡」是指 50 歲以上的人士，意思是指金色年華，黃金歲月，英

文為 Golden Age。「金齡」人士大多有豐富人生閱歷，擁有相當的

教育水平及經濟能力，身心發展成熟。「金齡」是人生一個豐盛的階

段。從信仰角度來看，「金齡信徒」就是從上帝那裡重新領受新使

命。 

 

上帝呼召亞伯拉罕時，他是 75歲。上帝呼召他離開他的本地、

本族，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亞伯拉罕出發時，上帝仍沒有明

確告訴他要去哪裡。 

 

摩西 80歲時才領受上帝的呼召，帶領近二百萬男女老幼離開埃

及，前往上帝給他們應許之地。 

 

85歲的迦勒依舊向上帝勇敢地發言：「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

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

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

的這山地給我」（書十四：10-12）。 

 

若果摩西在 60 歲已退休的話，昔日二百萬的以色列人恐怕沒有

人帶領他們離開埃及了。就算他們離開埃及，進入迦南地時也缺少

了能夠帶兵爭戰的元帥。 

 

人生下半場 

 

大 Joe 告訴我，當年 24 歲出來工作，至今工作了 31 年，55 歲

了。我說大 Joe：你的人生下半場現在開始了。 



過去教會到處物色信徒事奉。傳道同工、執事及信徒領袖看見

這群初返教會又成熟的年青人，或那些剛受洗加入教會的信徒，便

邀請他們加入兒童級主日學做老師、加入詩班成為詩班員唱詩讚美

上帝，或學習當成人組組長…… 

 

今日的「金齡」信徒是一群十分特別的信徒，他們大多因忙碌

工作，在過去未能參加教會的事奉。他們是一群專業、辦事能力高

的退休信徒，信仰根基紮實，了解教會的實況。他們獨立自主，喜

歡選擇富挑戰性的事奉。他們需要在上帝那裡獲得方向和異象。他

們將會在未來重新領受由上帝而來的新使命。我們要鼓勵及支持這

群「金齡」信徒，一同學習新知識，一同參與服侍，高舉上帝聖名。 

 

我們祝福大 Joe的人生下半場，大 Joe正是工作、退休，再籌劃

人生新一頁。 

 

 

楊牧師致送「金咪」象徵「金齡事奉」新的一頁 

 

 



另外，盧光興弟兄退休後於浸信會神學院進修「年長者事工」

證書課程，而畢業禮亦已於 11月舉行。恭喜光興弟兄已完成證書課

程！光興弟兄又於 2015年 9 月開始「年長者事工」文憑課程。我們

為著光興弟兄服事長者的心志禱告，為他的學習禱告，又為他的事

奉禱告。 

 
 

進修感言 

盧光興弟兄 
 

多謝楊牧師推薦我進修「年長者事工」證書課程。 

 

2013 年，我在職場退下來，俗稱退休。正思考人生下半場是如

何渡過？那年，我在執事崗位事奉合一團，便發覺對長者的認識不

太深，因為想到自己將來也會成為長者，於是便報讀了「年長者事

工」證書課程，有助自己在合一團的事奉。 

 

參加了「年長者事工」

證書課程後了解到： 

1. 何謂長者及其身體、

心理、社交及靈性各

方面的了解。 

2. 於今年農曆年初，母

親突然患病，令雙腳

不良於行，需要坐輪椅，

此刻才發覺長者課程有教導學習推輪椅的技巧。 

多謝主，讓我適時應付此環境。 

 



今年完成「年長者事工」證書課程後，發現課程能夠理解長者心

態和技巧，但缺少了聖經的知識去安慰長者的話語，及帶領他們回

教會的方法。「年長者事工」文憑課程就正正補足我的需要，求主幫

助我未來兩年，賜我智慧、加我能力，並給我愛長者的心去完成未

來的課程。「學習新知識來服侍，高舉上帝的聖名」，這是我對「年

長者事工」文憑課程中的新感受。 

 

 

主席分享 

刁偉明弟兄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

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

圖虛浮的虛榮。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

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1-4） 

 

感謝上帝，藉著聖靈的工作一直保守我們的教會。最近，我與

團友分享事奉的挑戰，並一起誦讀腓立比書。保羅寫腓立比書是為

要感謝腓立比教會對他的支持。當他知道腓立比教會的近況，當中

有弟兄姊妹不合一，又受到猶太割禮主義者的滋擾時，便在信中勸

勉他們要站立得穩、合一，這有助他們效法基督的謙卑、捨己為人

的榜樣。 

 

Change 更新變化！！！ 

今天活靈堂是否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我們確實要數算過往日子主給我們的恩典：有許多弟兄姊妹參

與不同的事奉，建立教會；教會也有穩定的增長和持守真理，信義

總會對我們的評價也很好。但我們是否仍缺少甚麽？我們是否仍未

能省察自己的過犯？ 

 

我們是否仍未有足夠的愛心和合一？ 

 

腓立比教會如何？腓立比不像當時其他教會一樣存在著太多的

核心信仰問題和危機，但為甚麼保羅卻鼓勵他們同心合一地興旺福

音呢？從經文中可知，腓立比教會亦有自己的困難：未能合一的同

工。腓立比教會乃保羅看為冠冕的教會，仍要面對這個常常發生在

今天教會的問題。 

 

今天，我們活靈堂又如何？ 

 

記得有一次參加執事訓練班，我曾提問：「甚麽事情阻礙教會的

健康增長呢？」答案就是教會內部存在著不夠團結的問題。 

 

從腓四章中，我們可以知道，友阿爹和循都基等教會內的兄弟

姐妹與保羅有一樣的信仰，受大家尊敬，是有好名聲，同勞苦的教

會領袖。既為保羅的同工，為甚麼又不能同心呢？不同心的理由只

能是一枝節問題，例如：因彼此間性格、背景的差異，對事情的分

析持有不同立場、不同向度等。其實與真理一般沒有衝突，就如演

奏團隊員合奏，表現出不同聲韻，卻帶出了融合的旋律和同一意境，

彼此融合得宜。 

  

同工和領袖擁有不同的恩賜、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性向和不同的意見……這正是仍要順服在主的旨意下，一同服侍

祂，成就祂的善工。 



我們願意從主領受得著生命的道，來承戴這共負一軛的十字

架，就是我們今日教會團結之契機，也是主給我們的命令。 

 

我們的教會有不同的事工：幼園福音工作、外展福音工作、栽

培、關顧、崇拜等，各有不同的服侍對象，也有不同的事奉團隊，

但絕對可以有相同的愛心；一同存心謙卑和同樣的生命目標和方

向，彼此配搭和欣賞，每人選擇不同的方式，按恩賜服侍上帝，但

依然是合一。 

 

只有一個意思（只有一件事）：即怎樣同心合一地興旺福音 

同心合一地興旺福音應該具備三種態度：「願意同樣的愛心」、

「願意一同存心謙虛」、「 願意合一的生命目標和方向」。 

 

願意同樣的愛心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就是愛心，

關心別人的需要，不單單顧自己。 

 

教會缺乏愛心？這可能是教會的實際，圑結一群三百人以上的

群體，又談何容易呢？但從保羅的教訓中，我們首先應該領受的是，

在我感到教會弟兄缺乏應有的愛心時，我是否以這種對別人的要求

要求過自己呢？教會是我們的家，我們都是主內弟兄姊妹，這就是

我們一様相同的意念，我們家中有青少年、成年人、長者。前幾個

月，我們執事會收到一封來自團契的意見書，敦請教牧執事同工多

注意他們常常面對不穩定導師安排的困難。我們為著這群青年人感

恩，因為他們像家中的成員，提出一些改善家中事宜，We Shall Talk。 

 

關心別人的需要，不單單顧自己，這就是朋友。我們對待同工，

同工對待我們，絕對不是公事公辦而已；我們不是在工作的時候，

就有話談，工作做完了，便沒有甚麼話好談；也不是「你的家庭你



的事，我的家庭我的事」，你家裡如何，跟我沒有相干。一個在主愛

裡的關係，是包括一種朋友的關係，可以懇切的交談和關心。我們

也期望收到更多弟兄姊妹的意見，在愛中説誠實話或直接與教牧和

執事表達也可，因大家也不完全，我和你都是蒙恩的罪人。 

 

願意一同存心謙卑 

存心謙卑是我們最熟悉的聖經教導，也是我們最難學的屬靈功

課。惟有我們明白自己的罪後，才可以在神面前有一種完全謙卑的

心志。 

 

「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貪圖虛榮，只要謙卑，看別人比自己

強。」保羅勸勉教會應當有「同樣的思想」，這個「思想」的其中之

一就是謙卑，效法基督。當你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個蒙恩的「罪人」，

就不會對別人輕易批評，要學會用愛心説誠實話，坦誠溝通。 

 

願意合一的生命目標和方向 

我們事奉的時候，目標是甚麼？是要滿足自己的雄心大志？還

是要滿足於神所要我得著的東西？每個事奉的人都應在神面前問自

己這個問題。人有惰性，很多時想鬆懈下來，就不再定目標，安安

逸逸的得過且過就好。我們應該以耶穌基督為我們的滿足；不求自

己能得著多少榮耀、多少稱讚，只求自己能作完耶穌基督所要我作

的。這樣，我們就會有不能被奪去的喜樂，無論處在任何的光景中，

心裡都非常的平安，有主的同在和合一。 

 

腓二：12 下、15 至 16 節也明確教導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

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

命的道表明出來……」如果我們以表明生命之道作為人生目標，那

別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小分歧也無法成為我們不同心的原因了。 

 



活靈堂目標：你和我 

「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

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事，向著目標

竭力追求，為要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往上去得的獎賞。」（腓三：

12-14） 

 

在 2014 年參與自然教會發展 NCD 中，看到本堂三個弱項，包

括相親相愛的關係，熱忱的靈命和需要為本的佈道。邀請你和我們

一同 Change 更新變化、一同同心合一地興旺福音！ 

 

「願意同樣的愛心」、「願意一同存心謙虛」、「願意合一的生命

目標和方向」你願意嗎？「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

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四：19） 

 

 

 

 

 

 

 

 

 

 

 

 

 

 



新同工介紹 

陳新興教師 

楊牧師邀請我寫一篇自我介紹刊登於

活靈堂的家書上，原本我想寫：我的名字叫

陳新興，XX 歲，已婚，有三名子女…… 

但這樣的介紹未免不符我的性格，這樣的

表達似乎頗為｢悶蛋｣。於是，我想起了一

個朋友給我的稱號，相信用來介紹自己會

｢吸睛｣很多，這個稱號是「柬埔寨姑爺」

(為免誤會，先作聲明，姑爺不同姑爺仔，而是女婿的意思)。 

我在 1993 年到柬埔寨工作，後來在當地置業和結婚，太太是柬

埔寨籍華人。由於工作關係，我在當地有一定的人際脈絡，並且是

當地一間柬埔寨華人教會的執事，認識很多宣教士，也曾參與香港

某宗派差會的宣教工作，這樣的背景讓我很多時成為一道橋樑，幫

助香港一些教會開拓柬埔寨的宣教事工。我相信這個經歷是獨特

的，是上帝給我的恩典，讓我能夠在柬埔寨的福音事工上有份。 

2004 年我蒙上帝呼召回港讀神學，在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畢

業後，有一年時間在差傳機構工作，然後便在本會事奉直至如今。

事實上，自己曾有心志回到柬埔寨事奉，但是上帝卻給我特別的安

排，祂沒有將我放在前線成為宣教士，反而讓我在服事的地方推動

宣教，幫助弟兄姊妹胸懷普世和實踐使命。多年來上帝藉著在堂會

的牧養工作擴闊我的眼界和事奉空間，帶領我在不同群體服事包括

長者、成人、職青、大專生、中學生、甚至婦女和兒童，又幫助我

開拓不同事工包括關懷佈道、宣教訓練及 AWANA 課程等。 

今天，感謝上帝帶領我來到活靈堂這個家，祈求上主繼續使用

我，讓我能夠與大家分享上帝給我的經驗和恩賜，期待與大家相見。 



差傳家書 

陳詠恩執事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 ，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太二十八：18-20） 

這是經常被引用為耶穌基督給門徒的大使命，亦是差傳常用的

金句，為要提醒信徒要走出教會，進入未得救的群體去傳福音。但

我近日修讀何志彬博士的靈修課時，他更提醒大使命之中，亦包含

之後 20 節所提及的「教導」，意謂「門徒訓練」。 

各位弟兄姊妹，你們今天已領受這福音，洗禮過後，靈命是否

天天長進，還是開始停滯不前？ 

踏入了將臨期，就是迎接耶穌基督誕生的大日子。大家可否知

道，福音是為要我們認罪悔改，「扭轉」舊有的生命，變成追求屬

靈的生命？因此，我們在此要想想迎接耶穌基督誕生的同時，可否

嘗試節制自己、捨棄自己、開放自己……尋求天父在我們每個人身 

   上的旨意，為上帝的

國度多出一分力，不

再以藉口去推搪？ 

一直以來，我給

予大家的形象是： 

叫人參加短宣或 

呼籲柬埔寨建校籌

款。               2014 年 8 月斐濟短宣 



  但今天，我想藉此讓大家明白，上帝看重我們的靈命、生命的

轉化，多於大家在大使命的參與是甚麼。假若大家奉獻、參加短宣

體驗等等，而生命根本沒有得著轉化、更新，那就失去意義。 

香港人生活還算富裕，或許你會想自己比別人缺乏，因為別人

已擁有甚麼、甚麼，但自己卻沒有。細心想想，我們在物質上的確

比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豐富。同時，富裕的基督徒們，我們既已領

受福音，比那些還未認識和相信基督的親人朋友、幼稚園學生、家

長、沙田區街坊、外籍人士的心靈已經富足很多了。 

主所親愛的弟兄姊妹，耶穌基督應許會「天天與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不用怕微小的自己「作不了甚麼」！誠邀大家在今天，既

是年終又是教會年的開始，為著渴求更深的靈命長進，以及關心未

得著拯救的靈魂，嘗試多為主分享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願恩惠平安

常與你們同在，阿門！ 

 

 

 

 

 

 

 

 



 

活少籃家書 

余家輝弟兄 

 

活靈堂青少年籃球隊已成立 8年了，在傳福音的過程中總是遇

到很多困難。總結這 8年來的經驗，我們明白到傳福音的時機非常

重要。 

 

針對青少年而言，我

們深信，中一至中三是傳

福音的黃金時間。他們要

應付不同的學業及家庭

壓力，所以一般都很難

抽空參與籃球隊的活

動，而要讓他們返教會更是「難上加難」！畢竟

能讓他們留下來的不是籃球，而是上帝的愛，所以關顧工作亦最為

關鍵。 

 

我們一直希望他們能融入教會的團契生活，不過很多隊員剛踏

入職場，現在要定期出席練習或比賽都會遇到一定的困難，這是不

能 避免的事情。或許，現在能做的就是要先關心他

們工作上的困難、為他們禱告，盡力將信仰生活

化，並與他們一起經歷上帝。 

 

青少年的福音工作，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面對那些未信的、心硬的隊員，或許是吃力

不討好，但我們教練團深信上帝的恩典是夠



用的。活少籃福音事工的未來發展需要教友們一同禱告支撐著。我

們需要你的禱告、你的參與！榮耀歸神！ 

教會維修近況 

羅傳榮執事 

 

去年是輕鬆的一年，並沒有大型的維修項目，只進行了一些經

常的維修，以及一些優化的項目。 

 

經常性的維修包括全教會五年一次的電力檢查、正堂的內牆維

修與粉飾等等。 

 

優化的項目包括改裝禮堂檯前射燈，有調較光暗的效果，配合

不同聚會的使用。正堂上層樓梯亦加裝了扶手，方便小朋友及長者

上落，室外的項目包括新造一條由遊樂場欄河邊直通燒烤場的斜

路，方便運輸之用，也將通往燒烤場的行人路斜坡翻新，加建花槽、

種植花卉美化環境等等。 

 

    我們的冷氣系統已沿用了 30 多年，由於機件老化，制冷情況已

經大不如前，加上舊款零件陸續停產，恐怕日後連維修也不可能。

執事會已通過 2016 年更換冷氣系統的建議，我們打算採用分體式冷

氣，工程費用約為港幣 60 萬。 

 

  對於維修小組，明年將會是忙碌的一年。希望弟兄姊妹大力支

持我們的計劃！ 

 

 

 

 

 



代禱欄 

1. 為陳玉萍教師預備於 2016 年 2 月接受聘牧筆試及口試禱告。 

2. 為陳新興教師適應本堂工作禱告。 

3. 為教牧同工及各執事禱告。 

4. 為教會制定來年的三年計劃和牧養事工禱告。 

 

 

教會資訊 

1. 各會友可登入 http://goo.gl/iYNb0K 查閱本堂行事曆，緊貼教會

近況，同時亦可依網頁指示將教會行事曆匯入個人行事曆內。 

2. 本堂現以「  廣播訊息」發放有關本堂及本會活動資訊，

如會友有意接收最新訊息，請到招待處索取並簽回確認回條。 

3. 登入本堂網頁 http://www.livingspirit.hk，下載家書電子版。 

 

 

 

 

 

歡迎教友投稿，詳情請聯絡行政主任。 

 

禮拜日崇拜時間： 

第一堂 9:00 – 10:15 

第二堂 11:30 – 12:45 

 

編輯委員會：黃根良執事、歐陽秀婷姊妹、梁壽康行政主任 

顧問：楊有志牧師(堂主任) 

http://goo.gl/iYNb0K
http://www.livingspirit.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地址：沙田大圍銅鑼灣山路一號 

電話：2691 2047 

傳真：3011 5226 

電郵：livingsp@elchk.org.hk 

網址：http://www.livingspirit.hk 

http://www.livingspiri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