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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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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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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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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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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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啟應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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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都歸於

*三一頌 3/謝禱

聖父、聖子、聖靈,

讀經

約書亞記15章14-19節

三一全能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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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牧禱/證道

潘潮劍牧師

榮耀萬古而常新,

錢有進(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阿們!

關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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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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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用纸质圣经来查考神的话语的优越性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上周，我们看到了使用电子圣经的优和劣。
我敢肯定，我们当中偏爱科技的可以轻易地添加更多的优点。是的，我们喜欢科
技，而当今世界，没有科技，谁能活下去呢？但要带圣经去教堂？只有老年的人
才带,我有我可以使用的高科技工具设备。这是我们下一代的教会吗？为什么在教
堂以及我个人灵修时间，我该使用纸质圣经呢？这仅仅是使用电子圣经利过于劣
的问题吗？让我们通读上周的牧者信函，来重新认识电子圣经的弊端。除了上周
提到的使用电子圣经的弊端之外，我要首先来看为什么，基于当前的技术环境，
您应该在教堂甚至自己的灵修时间,首选使用纸质圣经。请继续读下去。
纸质圣经的优 1)在公众和私人查考神的话语上能促进更适当的理解。毫不稀奇的，
研究表明，虽然学校的学生偏爱科技并且熟悉科技，但实际上他们会选择纸质教
科书。《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on National Education）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关于国民教育报道说：“研究年轻人为何偏爱纸质教科书,‘是要获得更
大的舒适感，理解力，并保留阅读的内容，’…‘有些人也发现在[数字文字] 中
(“digital text”)的沉浸式参与较少。’” 2017 年早些时候的研究“发现当向学
生询问文本的一般主题时，两种格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纸质版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回答具体的问题”。同样，在 2019 年 4 月 17 日，澳州广播公司“十”新
闻 (“abc10”)在“丢弃新的，采用旧的：澳州学校纸质教科书取代平板电脑”
上有写报道。它提到了一项研究，“虽然平板电脑有助于数学和科学技能，但纸
质教科书更适合理解和深入思考。2018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学生阅读纸质
文本时，他们对具体问题的整体理解和反应明显得更好。查考神的话语是需要
“深入思考”的。在《科学快讯》的 2018 年 4 月 8 日文章中，三项研究支持“证
明学生从纸质教科书中比屏幕更能有效地学习”，学生们回应说，尽管他们和绝
大多数人喜欢在数字文字中阅读，但他们承认，尽管“ 对于一般性问题（例如理
解文本的主要思想)来说，所阅读的媒介并不重要。但是当涉及到具体问题时，阅
读纸质文本的参与者他们的理解力明显要好得多。基督徒难道不应该诚实地承认
这不信者所意识到的吗？
无论是在公众还是个人灵修，能理解神的话语对于您的属灵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它们的设计，一般的手机是小巧的。因此，手机所容的内容也都压缩了。当
然，您可以在手机上可以设置字体的大小。即便如此，您一次也只能读几节经文。
要读整个经文的背景，就必须向前或向后滚动。如果要读的内容很大，则必须滚
动几次。这不是思想经文的最佳方法。正如我经常说的，上下文对于理解经文是
非常重要的。基督为什么说祂做了什么？祂与谁说话，谁在场？这是哪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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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所有这些答案，您将不得不来回滚动无数次，而到那时我们可能已经忘记
了前一个屏幕所显示的内容。纸质圣经的优点是读者可以前后页快速浏览一下这
经文的上下文。乍看上去而不必通读每一节经文，纸质圣经也能使人们翻阅了几
章，就足以了解那里教的关键课。这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在教堂
和灵修时使用电子圣经而得到的某些便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您一旦忽略了上下
文(即：因为手持设备上不宜了解上下文，您也就不费神去查)，您就无意识地仅
根据该节经文来解经–也就可能因此而误解了这经文。如果您习惯在教会这样做，
那你就会在教会任何形式的宣讲下感到自在 - 只要传教士从圣经中任意摘取经文
就可以了，即使他离了题而从中编出自己的故事。如果您是一月复一月地习惯了，
从长远来看，您会开始置疑“上下文有什么大不了的?”。2）促进记忆保留。您
还记得您灵修用的圣经吗? 您还记得前一天从圣经左栏中读过的一段经文吗? 当
您翻阅圣经中的不同经文时,您会熟悉每本书卷在整本圣经中的位置。通常，纸质
的书更能擅长鼓励学习和记忆。毕竟，在学校系统里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教过
如何使用电脑。这不是因为孩子们不擅长科技。他们之所以使用教科书，是因为
教育系统认识到书本才可以让好的理解和记忆保留发育。即使您的孩子将所学习
的笔记输入电脑, 在准备考试时，他们是盯着电脑或是将笔记打印出来复习呢？3）
可见的圣经典范。神在祂的所默示的圣经中为我们保存了 66 本书卷。纸质圣经将
这些书卷清楚地分为旧约和新约。除此之外，当您翻阅圣经时，您会感觉到创世
记是神启示的开始，就像一本书的开始一样。读到启示录到达了书的结尾，您会
因为神保存完好的启示录到达了最后一章而感觉到时间的终结。当我们在灵修翻
阅圣经的每一本书卷时，我们会感觉到哪些是较长的书卷，哪些是较短的书卷。
有时我们说我们从视觉上学得最好，并且我们喜欢视觉。当我们翻阅圣经各书卷
时，看到神如何历史性地介入人类历史来实行祂所启示的，也看到的时间流逝 没有什么比这来得更视觉了。4）明确划定圣经版本。携带纸质圣经时，我们很容
易从封面上辨认出您正在使用的圣经版本。另一方面，如果孩子从平板电脑或手
机上阅读圣经，则很难监督孩子在教堂或灵修所读的圣经版本。5）它不会超时。
我们大多数设备都能设置在一定时间后屏幕关闭。我们经常设置这些时间以延长
电池的寿命。但是，这可能意味着在我们投入精力并正在灵修或思考某些事情时，
屏幕显示因超时而会自动关闭。是的，您最初可能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是的，
可以调整超时时间，但是说真的，每次使用它来阅读圣经时，我们是否该费时费
力来处理这些设置？另一方面，对于纸质圣经，我们不必担心必须一直“看着”
屏幕或在屏幕上滑动，以使它不会因超时而关闭。在灵修和查考神的话语时，我
们应该是耗大量时间来静静地思考神在祂的话语中所说的话。我们不该提醒自己
要继续滑动屏幕以保持其活动状态。6）个性化。是的，电子圣经确实有注释页，
并允许突出显示和画划底线。但这些不能代替您在圣经上做的笔记。您在某经文
下双重划了线，并在旁边写了您贴心的事。被拇指翻页的页面证明这多年来，它
一直是您的日常伴侣。与天父共度时光的那段美好的回忆。这些年来，我可能使
用过几本圣经，但它们都对我的基督徒生活有特殊的回忆-我在远东神学院时使用
2

的圣经,讲道时使用的圣经，在家里学习时使用的圣经等等。随着孩子们的成长，
我们深情地记得他们的第一本圣经。以及他们如何学会正确阅读后终于“毕业”
而领了第一本“成人圣经”。这都是电子应用程序(“app”)无法替代的。它是圣
经的纪念物，标志着我们一生的成长阶段。7）有些东西无法替代。圣经是基督教
历史的一部分，也保持了基督教一定的身份。在新教改革期间，罗马天主教堂烧
毁了圣经。印刷机让每个基督徒都能拥有自己的圣经，也为宗教改革开了路。归
信后，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带圣经到教堂去，而我也乐意并欣喜地携带,
因为这是上教堂时以及在学校时确定了我的基督徒身份。当我乘公车去教堂时，
我握有我的圣经，向世人作见证我是神的孩子，将在周日崇拜我的神。西澳笃信
圣经长老会的一对老年夫妇说，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孩子，他们一个接一个信主
后，在周日手里拿着圣经去教堂。这让他们想知道孩子手中拿了什么东西使他们
如此虔诚。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星期天手里拿着圣经，并在平日手持并阅读圣经时，
您就会感触到那人的信念。时辰到了，父母也就信主了。通常，我们用圣经来绘
画地描绘神的话语。在婚礼照片中，结婚戒指是被描绘在圣经的上面。您可能没
想到一位牧师在讲台上仅用平板电脑而没用圣经来讲道。我们的圣歌唱颂“它的
页面燃烧着永恒的真理,而它们则随着崇高的光芒发光”( 摘自“The Bible Stands”
第一节)。 其他的方式根本就不及圣经如此很明显地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
来了。
我的弟兄们，我希望过去的两份牧者信函足够表达了使用电子圣经的优和劣，而
最重要的是使用纸质圣经能集中注意力，且最关键的是在理解方面的明显优势。
有时，电子圣经确实实用如可以作为参考工具和对某些事物作快速检查。但是当
涉及到敬拜，教会查经班以及不受干扰的灵修时间时，我强烈鼓励所有西澳笃信
圣经长老会的信徒们使用纸质圣经。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要求所有宣讲，教
导成人和儿童，协助查经和翻译的, 在教会和养老院中使用纸质圣经来事奉和查
经。任何被安排在教会中处理神的话语的人，即使在他们不协助但仍是教会的一
部分时，也应使用纸质圣经来树立一个好榜样。电子圣经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且
有益的，但纸质圣经是最适合来查考和思想神的话语。
是的，电子圣经似乎对您有用，但是即使世界意识到纸质文本对于深入的具体理
解和明白的优越性，我们还是选择那最卓越的来查经以分解真理的道！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后书 2:15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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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教会扩建项目简报（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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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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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主日，2 月 7 日，下午 3 时 30 分）：如今，
现代男女期望在角色上平等。从家务活、照顾孩子到赚取收入，双方都期
望平等地分担工作。在这节课上，牧师将教导关于基督徒男女在家庭中的
角色的圣经观点。欢迎大家参加。
4. 奉献盒 （主日， 2 月 7 日）：为了使无法进行银行转账的年长者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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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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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代祷并参与以下的二月份活动计划：
日期

时间

活动

7/2 （主日）
7/2 （主日）
19/2 （周五）
20/2 （周六）
21/2 （主日）
25/2 （周四）

上午 9 时
下午 3 时 30 分
上午 9 时
上午 10 时 30 分
下午 3 时 30 分
上午 9 时

儿童主日学升级礼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
西澳大学校园布道
乐龄团契
丈夫及父亲团契
莫道克大学校园布道

6.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那些借着澳洲国庆日的机会向别人讲述基督和福音的人。
• 感谢神，祂帮助准备今天的教会扩建简报。
• 祷告儿童主日学升级礼能够鼓励家长为着神的教会养育敬虔的后裔。
• 祷告神为着祂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事工供应及兴起忠心的工人，并
竭尽所能扩展祂的国度。
• 为牧师祷告，他所预备神的话语，总是可以喂养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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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31/1 3:15 pm

星期一

1/2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4/2 7:30 pm

中文團契

星期四

5/2 10:00 am

母親團契: 創世紀

星期日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9:00 am

兒童主日學升級禮

1:00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7/2 1:30 pm

主日崇拜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3:30 pm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經班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38; 禱告會: 15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7,840.00; 指定愛心奉獻(錢有進: $200.00)
建堂基金 - 上週: $680.00; 目前: $559,970.63; 差距: $740,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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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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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為了召集並成全在今世生活的聖徒，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把牧職、聖言以及上帝的典章賜給這
大公和有形的教會。按照祂的應許﹐藉著祂自己的同在和聖靈，為達到這目的。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