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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點「死」？

（第４８期）
葉永傑

曾有一位牧者分享「人的出生是不能選擇，但人的終結是可以選擇」
；
意思是人不能選擇何時何地出生；不能選擇出生的環境，是富？是貧？身
不由己；但生命如何結終，是可以選擇。
《申命記》第 34 章，是述說摩西人生最後的路。在尼波山上看著應
許之地，最後死在摩押平原。
經文第 7 節是形容摩西當時的狀況，
「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眼
目沒有昏花，力量沒有衰退。」「昏花」可理解為「逐漸衰弱」；「眼目」
可以指「肉體的眼睛」
，也可以指向「內心的品質」
；原文「精神」這個字，
整本聖經只有在這裡出現，有「新鮮」的意思；
「衰退」可理解為「消失、
逃跑」
。簡單地理解，這節意思是指摩西當時的身體狀況十分健康，並不
是我們所理解的「一百二十歲」高齡的狀況。如果這理解是正確，以摩西
當時的體力應該有能力進入「應許之地」
。其實這理解在第 1 節亦有暗示，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
，這亦暗示了摩西的身體狀況是十分健康。
《申命記》其中一個主題是「聽命」
。如果要在書中找一個「聽命的
人」
，那摩西的生命就是最能夠活現「聽命」的最佳例子。經文第 4 節記
述耶和華對摩西的一段話：
「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裡
去。」
「不得過去應許之地」是因為在米利巴磐石出水事件(民 20:12)，因
此，摩西、阿倫不能進入應許之地是基於耶和華對他們的懲罰。因此，編
修者想指出一個事實，摩西不能進入應許之地，不是因為年老身體敗壞，
而是在於他「聽從」上帝的命令，並且接受上帝對他的懲罰。換句話表達，
摩西重視的是「上帝的命令」多於他所「夢未以求」的應許之地。他重視
「聽命」大於一切。而他的一生決定以「聽命」作為結束。
今星期是《申命記》系列最後一講，內容訊息都是要強調「聽命」，
這是建立神人關係的不二之法，亦是表達對上帝的「愛與忠誠」的具體行
動。這是不斷學習的功課，願我們都能效法摩西，成為「聽命」的一群。
最後聖經作者對摩西的評價，這亦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對摩西的評
價：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
識的。」
(申 34:10)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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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本年度教友大會於 3/12 (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廣場舉行，有關資料
文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
壁佈板，敬請留意。
2. 未報名 2018 年讀經運動的弟兄姊妹請填回應表後放在回應表收集箱內，
截止日期為是主日；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到禮堂後方交費，截止日為
2/12。
3.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於 30/11-3/12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教會每場均有入
場券，弟兄姊妹有興趣請向辦公室索取。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6 位；兒童 62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123,703.20。本月至今獻金共 $494,514.3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6. 林志文牧師於 27-29/11 外出上課。
7. 同工放假如下：郭珮珊姊妹於 26-29/11；廖愛霖姑娘及李恆瑜姊妹於 2829/11；梁鳳芯姑娘於 29/11-2/12。

12 月福音主日
12 月是記念耶穌基督誕降的日子。我們已經得到了基督的救恩，你也願意
把這救恩的好消息傳給別人嗎？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前來福音
主日，一同在主裡「享平安．得醫治」。
主題：「享平安．得醫治」
日期：12 月 3、10、17 日
時間：早堂 8:30-9:45
中堂 10:15-11:30
午堂 12:00-1:15
聖誕街頭佈道
這個下午我們會一同走進人群，向柴灣街坊傳揚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給他
們知道。邀請你一同在社區中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日期：12 月 9 日(六)
時間：下午 2:00 - 4:00
地點：3 個柴灣區熱點包括柴灣公園、永利公園和報紙檔。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4 日(主日)
地點：東貿禮堂

/

時間：中午 12:00 (午堂崇拜)

聖誕懇親聯歡晚會
請大家邀請你未信主的親朋摯愛與我們歡度一個有愛、有歡笑和有意義的
聖誕聯歡晚會。
日期：12 月 23 日（六）
時間：晚上 6:00 恭候，7:00 入席
地點：柴灣利眾街 12 號蜆殼工業大廈 10 樓 B 室
內容：聖誕美食、趣味話劇、粵曲表演、家庭見證、信息分享和開心大抽
獎等
對象：所有人士
收費：成人每位 $150、小童每位$70 (4-12 歲)，非信徒一律免費。
報名日期：12 月 1 日 - 15 日 (必須填寫參加者全名)
名額：100 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聖誕聚餐
日期：12 月 24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2:00
地點：柴灣利眾街 12 號蜆殼工業大廈 10 樓 B 室
內容：自助午膳、洗禮者詩歌分享
費用：120 元（弟兄姊妹、新朋友及洗禮者）
80 元（洗禮者自付請客）
，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名）
對象：本堂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名額：100 位（額滿即止）
截止日期：12 月 17 日（主日）
報名：早堂-趙閏妹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王淑恩姊妹

每日代禱資料
26/11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傳道部的工作禱告，求主使用我們在今年的福音崇拜與各種差傳佈道
的工作上見證基督！
27/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廖達成、黃嘉迪家庭
‧ 兒女們日漸成長，求主陶造他們的性格，行在神的道路上！

28/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梁錦平、姚信梅夫婦
‧ 求主祝福柴灣堂的牧師及會友，在主內滿有平安及喜樂。
‧ 感謝主！我們已適應澳洲的生活，孫兒柏賢也健康成長。
‧ 感謝主的祝福！妹妹順彩已漸康復，求主繼續保守她的身體健康。
‧ 求主引領未信主的家人，早日認識神，歸主名下。
29/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羅美蓮姊妹
‧ 感謝神的看顧，雖然一家人都工作忙碌，但仍能學習彼此配搭，互相關心，
分擔家務及重擔。
‧ 為未信主的家人親友禱告，讓他們早日明白並接受上帝的救恩。
‧ 為奶奶的照顧問題禱告，求主加力給照顧她的兒女孫兒們，讓大家能好好
協調；亦賜下智慧找到適合的支援。
‧ 為家中各人的身心靈禱告，求主看顧、保守、加力、施恩。
30/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林志強、伍寶秀家庭
‧ 感謝神的帶領，在過去數天能照顧母親和家人，家人亦彼此支持鼓勵。
‧ 求主幫助家中各人常常禱告，並察驗天父的恩典。
‧ 求主保守兒子永信和添信，明白天父的作為和心意，在工作和進修上得力。
1/1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麥超祺、馮美寶家庭
‧ 感謝主，朗然、詠晞都有穩定出席崇拜及小組活動。
‧ 求主幫助朗然找到一份對生活有更多保障的工作。
‧ 求主幫助詠晞的學業，有主賜的力量，成績也可以有進步。
‧ 求主幫助超祺有足夠的工作，也賜我們夫婦二人有體力應付每天的工作。
‧ 求主幫助美寶在事奉上得力。
2/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愛蓮（油麻地基道堂，澳門）
‧ 求主保守在澳工作的越南青年，不被世界吸引，懂得如何在職場中作好見
證。
‧ 求主保守濠光軒學生福音事工，如何繼續和他們接觸交流，成為播種機會。

「愛與忠誠」主題經文：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
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
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
（申命記 30:19-20）
本週代禱事項
‧ 3/12(下主日)教友大會，求主感動教友一同出席，同證主的恩典在過去一年
的帶領，也讓我們各盡其職，委身完作主交託的使命！
‧ 求主祝福 3-17/12 三個福音崇拜，讓新朋友在基督耶穌裡找到平安，得到醫
治！
‧ 梁健熙弟兄於下星期一起，做 30 次電療，求主保守，醫治他的身體！
‧ 何小屏姊妹的弟弟何榕新因心瓣老化，需要到瑪麗醫院做搭橋手術，求主幫
助可以快些安排做手術！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主日：上午 11:45 至 1:15（小組）
(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 當日小組另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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