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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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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0首 當盡本分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1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宣召

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黃勇耀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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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首 榮耀歸於眞神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禱告/主禱文、榮耀歸於聖父 2

阿們。

啟應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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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3首 主，祢犧牲的愛

榮耀都歸於

*三一頌 3/謝禱

聖父、聖子、聖靈,

讀經

彼得後書3章18節

三一全能真神!

唱詩

第134首 求主擘生命餅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牧禱/證道

潘潮劍牧師

榮耀萬古而常新,

葉光瑋(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阿們!

為了神的榮耀而長進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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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祝禱/三疊阿們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家事分享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願主賜福看顧你 4

阿們。

4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向你仰臉
賜福與你；
賜你平安, 賜你平安,
願耶和華使祂臉
光照你,
賜恩與你, 保護你,
保護你； 願主保護你,
賜恩福與你。阿們。

第394首 是否將一切獻上

*請會眾站立
2021 年主題: 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
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得後書3章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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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使用电子圣经的优和劣 。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科技几乎是当今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电话曾经只是置在我们家中，如今，一部手机电话却置在我们的口袋里。这
种便利是无可否认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联系，在您的汽车汽油不足时能够搜
索最近的加油站，并通过手机购买商品...其他等等。手机已成为一种不仅可以在
外出时随身携带的电器设备，即使在家里时，我们也经常随身携带着它！借助它
所提供的便利，大多数基督徒的手机上也安装了圣经应用程序(“app”), 这也就
不足为奇了。圣经应用程序提供了许多方便的功能，例如每日经文，搜索，书签，
注释，经文的下划线或重点，甚至是注释。纸质圣经的日子是否因此就有限了？
基督徒应该完全转而使用手机圣经吗？随着电子圣经在手持电器设备(“devices”)
上的普及，基督徒应该意识到它们的优和劣。
电子圣经的实用性。我们不反对科技，因为我们在教会及其外展活动中有推广科
技的作用和重要性。1）便携性。到目前为止，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使用手机阅读
圣经的原因。如此小巧的手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
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阅读圣经。如果我们在交通中被塞车，当我们等着交通清除
时,可以拿起手机去读诗篇或箴言中的一章经文，这比数算几辆汽车驶过你，或者
在 WhatsApp 上与您的朋友聊天要好得多。如果您是在传讲福音，或者是在午餐时
和朋友聊天而话题转向基督教时，则正好可以拿出手机，并向他们展示圣经中的
经文。这在您通常不随身携带圣经的时候特别有用。2）短时间内快速搜索。几乎
所有的电子圣经都带有搜索功能。有时，您可能需要一节经文来鼓励某人或向某
人展示神的话语对某个主题或看法时，这搜索功就能派上用场了。3）不同语言的
选项。我携带和使用英语圣经。但是，有时我在为某人事奉时，他们只会读中文。
在这种情况下，有本中文圣经就会有用。我在教导时，也参考希伯来语和希腊语
的原文。因此，我随时就可以取用这些圣经版本，使我可以正确引用神所使用的
词，尤其是当我不在家并且没带这些圣经版本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背着
不同语言的圣经，因为这会使我们的包袋沉重且难以管理。将这些圣经版本放在
我们的手机或其他手持式电器设备里使我们能够使用这些工具，而又不增加包袋
的重量。的确，我们必须感谢这科技使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掌上有神的话
语！
使用电子圣经的弊端。在您还没去买更多电子产品来将更多的圣经存储在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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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请继续读下去。就像使用其他科技一样，电子圣经确实有缺点–我们必须考
虑潜在其中的不良后果。1）它增加分心。随着科技的普及，大多数电器设备不仅
是手持的，而这些设备通常都连接到互联网。无论是通过无线上网还是移动数据
(“mobile data”)进行连接，都是为了“保持连接”，无论是与周围世界还是与他
人连接。因此，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被联系上，且同样可以轻松的联系其他
人，而通常也不需离开座位，甚至不需抬起头。社交媒体被设计为即时的，也鼓
励您要即时。那就是它的本质。信息一送到，就可能在屏幕上闪烁了，即使您无
意去阅读。而您所读的那几句话是足以逗弄您的思想，并诱使您再去阅读，思考
而当场就回应。您思想神的话语的思路就突然被打破了。之后，您将不记得它是
关于什么或您在想什么。因为它打破了您的思路。如果您在教堂中使用它，它也
可能引起坐在您旁边的家人的注意。因此，不仅一个人分心，其他人也分心。简
而言之，它使您的思想变得困难。您遇到非信徒他们是如何去思想呢？他们基本
上会离开，要保持安静，并被告知将其电器设备留下。 如果不信者要花时间认真
地集中精力，那么信徒也必须如此来对待神的话语。我们要在心中思想祂的话。
神也提到祷告的内屋。重点是要努力去消除一切可能使我们分心的干扰。2）这太
容易了…澳洲人今天常用的一个短语是“太容易了”。是的，电子圣经在某种角
度上也是“太容易了”。（a）太容易分心了。去年，《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说，经过 5 年的试用，“因重大的注意力分散：学校丢弃
了平板电脑，重返纸质教科书”，实际上是因为数码设备(“digital devices”) 带
来的干扰而阻碍了学习。如果您将电器设备放在包袋中，则很可能是，您没有看
到闪烁的灯光，也没有感觉到震动的声音告诉您您已收到信息，或注意到日历的
提醒，新闻快讯，因此就不会去阅读它。无论是在敬拜中，还是在教堂里查经，
甚至在家中安静的时候，这种注意力的分散都是真实的。（b）太容易假装了。无
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查经时，您或您的孩子是在读圣经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读某些东
西？您或您的孩子在做讲道的笔记或是与朋友通信息吗？您或您的孩子在查圣经
经文还是在上网？电子圣经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诱惑力，使他们更容易屈服，因
为您认为自己可以容易的隐藏自己的行为。这其实是其他人经常看到的。这也是
个非常大的绊脚石。我并不是说使用纸质圣经的人总是专心致志，不会在纸质笔
记本上乱涂乱画。但是，用纸质圣经会使对你自己的诱惑和可分散注意力的范围
小得多。3）它可以使你懒惰。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很容易偷懒。（a）懒得去背
诵。旧约基督徒只有读给他们听写在羊皮纸或卷轴上神的话语。然而，圣经在申
命记 6 章中指示他们，在他们的家中，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生活中始终要有神的
道。如果没有圣经，他们该怎么办？如果无法复制，则通常就需要背。如今，借
助便捷的电子搜索功能，以及因为您的手机始终在您身边，我们变得很懒。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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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孩子背诵他们的经文。我们甚至会进行复习。但是我们自己呢？不用
啦…因为我有我的手机。如果是如此，父母啊，我们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孩
子，当您长大后有自己的手机时，就无需背诵经文了。您认为–“我总可以为我
喜欢的经文添加书签，并在需要时将其拉起。当我有这些功能可用时，为什么要
麻烦去背诵呢？”好–那简单的原因出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
里，免得我得罪你。”(诗 119：11）正如危险来临时，孩子们在他们心中回荡想
起父母给于这危险的警告，当他们面对诱惑时, 隐藏(即：背诵)在他们的心中神
的话语(不是在手机上添加的书签）也一样会在他们的心中回荡想起。（b）懒得
随身携带。让我们对自己说句老实话:为什么我们依赖手机？ 因为我们不必背负
圣经的额外“重量”。假期时，我们很愿意收拾多几双鞋，我们的高科技工具设
备和厚重的化妆包…但我们的圣经不带–已经太重了。 是不是您使用那重达一公
斤的大字体圣经呢？不是的–您甚至不会带重量不超过½公斤的常用圣经。（c）
懒得背诵圣经全书卷 。成人啊，这就是为什么您使用电器设备吗？您是否能熟练
地翻阅那鲜为人知的圣经书卷–像孩子们在主日学学习时一样？（d）太容易失去
一段经文的上下文 。您可以从纸质圣经中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能够
从打开的页面就轻松查看上下文和整体推论的准确性。在电子圣经上来回卷动通
常最多是会导致该经文模糊不清的“一般性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屏
幕尺寸的限制，您可能会失去阅读圣经处于整章内容的概述所得的重要好处。甚
至澳州广播公司“十”新闻(“abc10news”)去年也报道了“屏幕上滚动对理解的
破坏性影响”。（e）太容易使您的孩子和其他人效仿 。当你知道您的孩子或某人
不是仅仅坐在那听道读圣经而是做其他事时，你凭什么道德权威来需要鼓励他们
使用纸质圣经，而你自己却是在崇拜和查经中使用电子圣经？
弟兄们，我们不是反对电子圣经，特别是在特定情况下，如对某些事物进行快速
检查和快速搜索。 但我希望您现在也熟悉了一些陷阱。它们是使用电子圣经所引
起的普遍而真实的问题，尤其是在崇拜和查经中，甚至您个人的学习（下周再
谈）。让我们拥护选择那最优秀的原则，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劣多于利的情况下，
以便“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 1:10）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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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今主日，下午 3 时 30 分）：牧师将会继续
教导基督徒男人和女人有关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的角色之正确圣经原则。
鼓励所有敬拜者出席。
2. 澳洲国庆日个人跟进及布道 (本周二，1 月 26 日）：作为我们一贯的澳
洲国庆日布道的替代方式，鼓励所有的敬拜者在那天联络朋友或家人与他
们分享福音。
3. 儿童主日学升级礼（主日，2 月 7 日，上午 9 时）：牧师将会给短勉及主
日学学生会收到他们的证书。由于我们将从上午 9 时开始，请准时把孩子
带来教会。
4. 奉献盒 （主日， 2 月 7 日）：为了使无法进行银行转账的老人和儿童能
够继续将自己的奉献归还主，在主日崇拜，我们将在大堂的诗歌本架子上
放置一个奉献盒 。在新冠病毒期间，为了减少对奉献的处理和计算，仅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将此盒子放在那里。此盒子不适用于能够进行银
行转帐的人，在此期间，他们应该继续使用在线方式来献上十一奉献和感
恩奉献。
5. 教会扩建项目简报（主日，1 月 31 日，紧随崇拜后）：更新该项目的进
度和后续步骤。诚邀所有会员和惯常崇拜者出席。请注意，圣经基要课程
将在简报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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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所提供的各种聚会，查经和团契，使我
们可以在祂的知识上成长。
• 感谢神带领人来及那些回来与我们一起敬拜神的人。
• 祷告每位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敬拜者都会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及单单为祂的荣耀而活。
• 祷告们所有人都会进行个人布道，并借用澳洲国庆日作为与我们的家人
和朋友进行联系的机会。
• 祷告教会的扩建是按照神的计划进行，简报将有助于信徒们的支持和代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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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3:30 pm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經班

星期日

24/1

星期一

25/1 7:30 pm

禱告會

星期二

26/1

澳洲國慶日個人跟進及佈道

星期四

28/1 7:30 pm

中文團契

1:00 pm
星期日

31/1 1:30 pm
3:15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主日崇拜聚會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4; 禱告會: 14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8,195.00
建堂基金 - 上週: $912.00; 目前: $559,290.63; 差距: $740,709.37
敬拜者可以繼續通過銀行匯款到所列出的戶口將十一與感恩奉獻歸還給主:
1. 十一與感恩奉獻

BSB: 016-268, Account: 4784-38319

2. 建堂基金

BSB: 016-268, Account: 5313-03414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5 章：論教會
2. 有形的教會在福音時期(在律法時期僅限於一個國家，在福音時期則不限於一個國家)也是大公的、
普世的，由一切承認真理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構成。這教會是主耶穌基督的國度、上帝的家，
在此以外，通常沒有得救的可能。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