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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鵬

男人幾十，才可退休？

一‧想退而未能休的摩西

很多年前有一個人叫葉忒羅，他另外一個名字是流珥。他是中

東米甸曠野一個祭司，有七個女兒。這日他帶著他其中一個已出嫁

的女兒西坡拉與兩個男孫革舜和以利以謝，來到何烈山，去找他的

女婿，因聽到他在那��與百萬��眾安營。他女婿摩西與女兒結婚已

有四十年，雖然米甸生活平淡，但小康之家都算樂也融融。他特別

欣賞他女婿氣宇軒昂，雖然他非常有才幹，學懂了埃及人一切的學

問，但為人謙和，在米甸曠野牧羊實在是屈就他，不過他已八十歲

了，並且既已逃離埃及，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呢？葉忒羅想摩西都會

準備終老米甸，誰知幾個月前摩西放羊回來，就向他說：「容我回

去見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們還在不在？」葉忒羅聽了就知道這頭

猛虎要出山了。果然如他所料，在過去幾個月，他聽到埃及��面因

��摩西的緣故引致天翻地覆，摩西更帶領了他同胞離開埃及，現在

來到何列山，就是幾個月前那日他去放羊的地方，所以葉忒羅就帶

同女兒與兩個孫兒來見摩西。「甚麼叫本來可以退休終老的摩西再

出江湖呢？」這個問題時常困擾葉忒羅，所以那晚他見到摩西後，

在帳棚前火柴旁邊閒話家常之際，他忍不住問摩西：「摩西，幾個

月前你在這地方放羊，回來之後你就要回埃及，那次你匆匆忙忙，

我見到你神情略帶憂鬱，眉宇間雖然顯露肯定之色，亦流露出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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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之情，我那時沒詳細問你，為甚麼你八十歲應是退休年齡了，

仍然願意承擔這責任？」

摩西拾起旁邊一根柴扔在火��面，當火燒��那根柴的時候，

他用第一身追述幾個月前所發生的事：「那日我帶��你所交託我的

羊，在這山上牧放，突然間見到一些荊棘被火燒��，但不像這根

柴，被火慢慢燒燬，那些荊棘燒是燒，卻沒有燒燬！我覺得很奇

怪，為甚麼平常的事會變成不平常呢？我這個平常的人，一直都希

望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所以我特別覺得奇怪，究竟八十歲的我還可

以做不平常的事嗎？當我走近看的時候，神向我呼叫，叫我脫下

鞋，因為我所站的地方是聖地。我立刻蒙上臉，因為我怕見神。我

聽見神溫柔的聲音：『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見，受督工

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我那時心��面為自己同胞被神眷顧

很得安慰，但當神說要打發我去見法老，甚至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

出來，我立刻不知所措，便對耶和華說：『我是甚麼人？竟可以去

見法老，將以色列人領出來？』但耶和華用一個肯定的聲音說：

『我與你同在！』我知過往四十年自己的落泊與孤寂，甚至很多時

候都會怨天尤人，對耶和華的認識亦很模糊，甚至連祂的名字亦不

敢肯定，當然我沒有直接這樣對神說，我就問若以色列人問我祂的

名字，我可以怎樣回答。神說：『我是自有永有的。』祂甚至追述

祂是我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甚至教我怎樣跟法老說

話，肯定我會在埃及施行奇事，更告訴我可以怎樣得到埃及人的財

物。」

葉忒羅聽到這��忍不住插口：「女婿，那你是不是立刻答

應？」摩西有少許慚愧地回答：「四十年的牧羊生活叫我多見樹

木、牛羊，少見炊煙、人��，我已沒太大理想，最大的安慰就是那

些屬於你的羊聽話和不走迷。所以我便對神說：『那班以色列人一

定不信我，亦不會聽我話。』但神仍然忍耐地顯出兩個神蹟，叫杖



男人幾十，才可退休？	 	 	223

變蛇，然後再變回杖；又叫我這手生了像雪那麼白的痲瘋但轉眼便

痊愈，更給我行神蹟的能力，將水變成血。但我仍然不肯，因我已

習慣了四十年在米甸的曠野生涯，想在那��退休終老，與你女兒西

坡拉長相廝守，含飴弄孫。八十歲還出來承擔那麼重大的責任，不

如安樂晚年。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

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神卻

說：『誰做人口，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

麼？』但是我看看自己的懦弱無能，仍然不敢，所以便對神說：	

『神啊！你想打發誰就打發誰，但一定不能是我。』耶和華發怒，

但祂亦明白我的擔憂；所以祂預備亞倫為我發言，我便不能再推

卻，只有回家向你話別。神實在是信實，祂平安帶領以色列民經過

十災，渡過紅海。現在每日供應嗎哪，甚至從磐石中為我們供應水

源，更叫我們有鵪鶉肉吃，八十歲想退，但神叫我不能休，完全都

是祂的恩典。」

聽完之後，葉忒羅有甚麼反應呢？「葉忒羅因耶和華待以色

列的一切好處，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便甚歡喜。葉忒羅

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祂救了你們脫離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將這百姓從埃及人的手下救出來。我現今在埃及人向這百姓發狂傲

的事上，得知耶和華比萬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葉忒羅把燔祭和平

安祭獻給　神。亞倫和以色列的眾長老都來了，與摩西的岳父在　

神面前喫飯。」（出十八9∼12）

1998年美國SKG這家電影公司推出一套以摩西為題材的動畫

電影，名叫Prince	 of	 Egypt（中譯《埃及王子》），第一次看它的

廣告時，很被三個字吸引：	 Miracle（神蹟），Mystery（奧妙），

Majesty（尊貴）。摩西一生一百二十歲，真的可以分為這三個階

段。最初四十年他本來只是一個出生就應被殺的希伯來人，但神叫

他成為埃及王子，肯定是一個奇妙神蹟	 (Miracle)；四十至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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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安排他在米甸曠野沈默四十年，在人看來非常浪費，其實卻是神

奧妙的安排	 (Mystery)，以致他學習柔順，成為超凡的領袖；最後

四十年過紅海、喫嗎哪、上西乃、傳十誡，都表現神尊貴的屬性

(Majesty)。無論今日你的人生是在那一階段，願你都能經歷神的奇

蹟，體驗神的奧妙和彰顯神的尊貴。

二‧可退而不想休的迦勒

迦勒八十五歲來到他同伴約書亞面前，對他說：「那時，猶大

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對約書亞說：

耶和華在加低斯巴尼亞，指��我與你對神人摩西所說的話，你都知

道了。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

我正四十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

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

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

華我的　神。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

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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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亞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

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

去。」（書十四6∼12）

迦勒可以退而不想休，他肯定四十年前專心跟從耶和華，四十

年後仍然一樣，在他向約書亞的說話中，他常用一句說話去形容他

在這四十年間的心態—照��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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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著神的應許存活（10節）

照著神的應許得力（11節）

照著神的應許爭戰（12節）

今日你是否照著神的應許等候退休或不願退休？讓我提供信徒

對退休的一些看法：

退休者是神給予教會的禮物；

退休者對天國事工可以作出超價值的貢獻；

退休者在事奉上需要受到肯定；

對神忠心的事奉是沒有退休這回事。神在生命每一階段都發出

忠心事奉的邀請；

神沒有認為退休是以自我縱容代替基督徒事奉的時間；

當優閒的追逐減輕了基督徒對主的跟隨時，一些事情就需要改

變；

一些事情不會只因在經濟上可行，而就成為正確的選擇；

退休後的旅遊及其他的追求，可以與基督徒的事奉結合；

退休者可以部分時間或全時間，以義工身分或接受少許薪酬來

事奉；

退休者能夠協助教會做一些難以負擔的事情；

退休者帶來成長和參與更大的自由；

退休者在繼續服侍其他人及神時，就成為基督徒忠心及成熟的

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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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退亦不應休的西面

何夢深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電腦系畢業之後，在加拿大多倫

多運通信用卡公司當電腦程序員，其實生活都很穩定，太太亦有一

份工作，住在士嘉堡區的獨立屋，雖然不是一幢巨型豪宅，但亦可

算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他每一年都將最高限額放入RRSP（加

拿大註冊退休儲蓄計劃），已經清楚計算在六十五歲退休時，就可

以開始過優哉悠哉的生活。但幾年前由於抵受不住多倫多的冬天，

在公司亦已晉升到頂點，見到很多同學都回香港發展，所以毅然回

流。回到香港最初亦不錯，在1997前幾年，香港市道非常好，他

甚至有機會進入香港電訊當電腦工程師，收入比在加拿大高最少三

倍，他目標是盡快多賺錢，然後回加拿大，希望可以在五十五歲重

得自由	 (Freedom	 55)，開始退休。其實夢深想，若自住太古城那單

位的樓價繼續向上升，五十三歲或者都可以回加拿大！他當然知道

現代的工作環境急促的轉變：

從過往     製造物件     到現今      提供服務；

             Making Product           Offer ing Service

             (Working with Tangible)    (Deal ing with Intangible)

從過往     一般知識    到現今      專長技能； 

             General Knowledge        Special Training

             Repetit ive Task           (Innovative Project)

從過往     朝九晚五    到現今      彈性時間；

             Regular 5 days Work Week    Adjustable 7 days Job   

   Commitment

從過往  繁複架構    到現今      小組配搭；

             Large Corporation         Smal l Company

             (Office)                 (Home)

從過往   辛勤努力    到現今      團隊壓力；

             Hard Work              Stressful Work

             (Strata Department)        (Team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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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電訊都算大公司，他但求安安定定，以致退休有望。

1997年下旬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百物蕭條，1998年公司甚至

要求所有員工減薪。不但自己的部門每個員工都人心惶惶，公司現

在更提出可能取消年尾雙薪。大家同事還好能上下一心一齊抗爭到

底，但他心想退休計劃要改變了，可能要遲幾年才可回加拿大，現

在重要是仍然維持原職！12月4日星期五收到加拿大當牧師的小學

同學的聖誕信，最後一句這樣寫：「願給人救恩，使人喜樂的主常

與你們同在！」每年都收到這位牧師同學的信，最後一定有幾句鼓

勵愛主的說話，已經習以為常。其實夢深在大學時代曾參加查經

班，甚至決志信主，在教會受洗，更有一本聖經作紀念。但畢業出

來社會做事之後，現實叫他忘記神，更沒有參加教會，除了婚禮、

聖誕節復活節等一些特殊節目，他很少踏足教會，不過那本聖經仍

在。聖誕節快到，他隨手拿起那本聖經，翻到多年前中學會考考過

的路加福音，看看有關耶穌降生的聖誕節經文。讀到二章25至35節

記載西面那一段特別有感受。西面應該退休，他就算沒有八十歲，

亦都相差不遠了，但他沒有退休，他有一個盼望─素常盼望以色

列安慰者來到。他年紀雖大，但沒退亦沒休。夢深自己覺得很慚

愧，時常想著退休，甚至為退休將神忘記得一乾二淨。他再看聖經

對西面有三方面描寫—公義、虔誠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在你虞我詐的社會，他自知公義離他已很遠，虔誠只是大學

時期一個比較單純的時代的奢侈品，聖靈的感動他已一次又一次的

從過往  一生事業    到現今      不斷轉行；

             Life Long Career        Multi Short Term Assignments

             (Tenure)              (Scramble)

從過往 受訓工作    到現今      長期教育。

             Upfront Training        Lifelong Learning

             (Init ia l Credential)        (Continuo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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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他放下聖經，隨手拿起一期舊的《時代》週刊，那期介紹過

往一百年的大企業家，唯一一位亞洲人是盛田昭夫	 (Akio	 Morita)，

他獨力創立Sony王國，夢深還記得十多年前到美國首府華盛頓參

觀時，在很多博物館看到的電視都是新力牌，難怪一個北美的調查

報導，新力是美國人心目中品質最優良的產品，比可口可樂、通用

電器的地位更高。1989年盛田昭夫與人合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書《日

本也可說不》名聞世界，但在日本他可能最大的成就，就是幾年前

被日本最享譽盛名的商會選任為會長，因為新力其實在日本不算一

家大型的公司，與一些大規模汽車生產商、大郵船公司、鋼鐵企業

相比之下，不是很算受重視。但在1993年11月30日，就是這日本

商會正要宣告他獲任命為會長那日，他卻在同一日中風，他鬱鬱寡

歡坐在輪椅上六年了，叱吒風雲的商業巨賈亦不能倖免身體殘酷的

安排。讀到這��，發了很多年退休美夢的夢深突然間醒過來，為了

退休後生計老本，望和老伴、並與老友一同退休的生活固然好，但

是更重要是一生一世無論是工作與否，退又好，休又好，重要是是

否能夠有公義、虔誠及聖靈充滿，素常盼望促進人類安慰者降臨人

間。他立刻與太太商量，希望帶同八歲的兒子和六歲的女兒，在星

期日回教會敬拜神。

四‧要退而不怕休的保羅

最後要提到一位男士是提摩太，他爸爸是希臘人，母親是猶

太人，當保羅這位偉大的宣教士在路司得工作期間，提摩太可能只

是十來歲。隨後幾年，提摩太在神的恩典上大有長進，很得當地人

稱讚，甚至保羅在第二次傳道之旅都帶��這位可能只有二十多歲的

同工一起傳道。跟從保羅實在不易，當然有見到多人信主的喜樂，

但亦被許多人，特別是猶太教信徒迫害。提摩太還算勝任，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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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保羅的帶領，甚至保羅為主在羅馬被監禁時亦稱提摩太為同

工。但保羅被放監之後，可能知道時日無多，就更努力工作。以弗

所是一個重要城市，但保羅不能久留，所以就派提摩太駐守在那

��。提摩太一人隻影形單，一個可能不到四十歲的傳道人，面對一

家福音戰略性那麼重要的教會，提摩太有點孤單和灰心的感覺，甚

至曾考慮放棄。但保羅給提摩太的一封信，成為他的鼓舞。從中他

知道應該為神打美好的仗，保羅更在信中給以弗所教會有清楚的指

示，提出監督、執事怎樣為人行事，最令提摩太得安慰是保羅提醒

他不可叫人小看他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

上，都作信徒的榜樣。但當提摩太聽到保羅第二次被捕的消息，他

心��有點掛念，因為保羅第一次到羅馬坐監時有自己的房子，這次

卻遭嚴禁，外人不是可以像上次一樣隨便找他。另外，上一次提摩

太和其他同工可以與他一同生活，但這次保羅卻是獨自一人。提摩

太在擔心之餘，收到他師傅保羅的第二封信，這封信不像以前保羅

所寫的信那樣層次清楚，條理分明，反而感情成分很重，對過往有

頗生動回憶，對前途卻流露些許憂慮之情。不過雖然保羅在寂寞和

死亡的威脅中，保羅亦如他所愛的基督一樣，時常記念他人。全書

提到二十三個人的名字，特別在最後一章；不過無可置疑書中流露

一種臨別甚至即將離世的心情。保羅有兩次叫提摩太去他那��，在

冬天之前去，帶他一件外衣、書與皮卷去。提摩太看全卷書最感動

亦很勵志的說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

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6∼8）

提摩太希望當他走到人生最後一段路時，可以這樣自白，你又

如何呢？今日你為神打過甚麼仗？你的一生一定走過很多路，但有

多少路是為神走呢？真道是否願意一生守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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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幾十，才可退休？當你思想籌算或釐訂計劃退休時，願想

退而未能休的摩西（出三1∼四17）能令你重拾事奉的熱情；可退

而不想休的迦勒（書十四6∼12）能鼓勵你去攻佔神已預備給你的

未得之地；不退亦不應休的西面（路二25∼32）提醒你繼續追求公

義、虔誠及聖靈的充滿；要退而不怕休的保羅（提後四7∼8）能使

你努力向��愛主的標竿直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