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揚傳道
越來越多人發現我們現代人的大腦，似乎很難專注於一項任務，而是不斷
分心地做幾件事。BBC 有一篇報道說，現今的網上遊戲、社交平台、各手
機應用程式（Apps），正在「系統性地、大規模竊取我們的注意力」。這
些科技企業已經成功地，將我們的拖延症變成錢。帕爾馬（Belinda Parmar）
是一位前科技傳播者，她說：「科技行業一直承諾要拉近我們與世界的距
離，但它們的首要目標是佔用我們的時間。」她又引述娛樂平台網飛
（Netflix）首席執行官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的話說：「他們最大的競
爭對手是睡眠時間，你就想想吧，如果長期睡眠不足，在生活中怎麼能集
中精力呢？」這就是科技黑暗的一面。曾效力谷歌的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也發現自己被這麼多的科技產品環繞，根本找不到反思的空間。
他把科技產品的使用者比作農奴，把大型科技企業比作莊園主。他說今天
的「農奴制不是關於我們體力勞動的衝突，而是關於注意力的衝突」。
人們經常在網上或在手機點擊，尋找著刺激、精彩和快樂的事。這樣下去，
「你就會把一天中的數小時、一周中的數天、一生中的數個月浪費在你根
本不關心的事情上」。文章到最後，帕爾馬因為親眼目睹了電子產品上癮
對心理健康的危害，尤其是對兒童和年輕人的影響，所以她說：「你永遠
不會有機會，你認為自己做出了明智的選擇……但你沒有意識到，每個應
用程序背後都有一個由開發者、心理學家和遊戲專家組成的團隊，他們的
唯一目標就是竊取你的注意力。」帕爾馬的結論雖然悲觀，但實際商業角
度而言，卻是現實。假如這些科技的開發者們，不能吸引人們的注意，便
意味著他們賺不到錢。
你有否察覺到，你每天花了多少精神和時間在過量的娛樂上呢？你會否經
常分心在某些電子產品上呢？相信我們中間有許多人，無論在忙時或閒
時，都會很慣性地拿出手機來玩玩看看，並且會認為一點點的忙裡偷閒，
利用瑣碎時間輕鬆一下，應該無傷大雅。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你還記
得上次坐下來你反思生命，是幾時呢？
從前，我們會把握時間去安靜，會利用等車，或餐前飯後的時間，來讀讀
聖經，閉目反思，為自己的過犯認罪，為改變自己而禱告。這些空間和機
會都是刻意，需要努力去把握的，但手機卻能抹殺了這些空間和機會。因
為我們習慣了以手機自娛，所以就會很自然和不假思索地，把時間和精神
毫費了。連世人都注意到自己仿佛成了「農奴」，失去了方向，那我們屬
神的人就更需注意提防了。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
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 5:8-9）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15 粵語 11 時 成人 198 粵語 5 成人 76 Bonnyrigg 成人 27 共 416 人
崇拜 小童 2 崇拜 小童 6 時崇拜 小童 1 普通話崇拜 小童 5 共 14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0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6 人 中學主日學 45 人
共 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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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對社區有關心

「因聽說你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你對主耶穌的信心。願你與人分享信心的時候，能產
生功效，讓人知道我們所行的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腓利門書 5-6 (修訂版)

九時三十分普通話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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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大使命:中國維吾爾族 人口 900 萬，幾乎全民信仰伊斯蘭教。北疆
相對開放，有宣教士活動，南疆趨向極端保守。現有 2 萬維族人生活
在廣州，有機會接觸基督教。遠東廣播站從 1991 年開始用維語傳播福
音。求神大大使用遠東廣播和宣教士的事工，使維族同胞有聽講福音
的機會。
2. 主日學放假 轉眼間，快要到中小學假期了，屆時教會兒童主日學亦
能夠休息一會。借此我們要感謝神！賜教會一班忠心的老師和助教，
讓下一代能夠從小認識主，預備他們將來承接使命。同時，求神開啟
和感動眾肢體的心，讓更多聖徒樂意參與栽培下一代的事工。
3. 今年會友大會
感謝神！會友大會已於上週日順利完成。感謝主賜
教會眾肢體對同工領袖們有信任，讓大會上所討論的議題，都得著眾
人的支持和認同。求神的保守和引領，繼續與天恩教會同在，使我們
的事工和方向不偏離主的旨意；又願神透過眾人在大會上的舉手支
持，興旺我們服事的心志，一同委身在基督裡建立肢體生命。
1.

特別需要：

1.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承香姊妹、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
姊妹和在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聯合受難節崇拜及洗禮 將於 19 日(週五)上午 10:00 在第一禮堂舉行，
歡迎邀請親友或新朋友觀禮並請弟兄姊妹們盡量出席；另如有意於受難
節申請幼兒洗禮者，請到辦公室索取報名表格。是日將守聖餐紀念主的代
贖鴻恩，同時有慈惠奉獻。
2. 家長早茶
將於 14 日（下週日）上午 10:40 在教會二樓茶水間舉辦家長
早茶活動，歡迎所有父母及祖父母參加，查詢:黃湘錦傳道。
3. 粵語培訓課程
「信仰探索」於是日下午 1:30 在第四課室開課，另「西
敏斯特信條」將於 14 日(下主日) 下午 1:30 在圖書館開課請，已報讀的弟
兄姊妹依時出席。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4. 母親節 High Tea 頌親恩
以報母親劬勞及為建堂奉獻籌款之 High
Tea 頌親恩將於 5 月 4 日（週六）上午 10:00 至 12:00 在教會第一禮堂舉行。
屆時有三層架精美咸甜糕點，專業照相館和見證分享等，每位$29。是日開
始售票，座位有限，售完即止。
5. 主日崇拜時段
為免影響崇拜及對別人造成不便，於崇拜時段(上午
9:30 至下午 1:00)請勿在第一及第二禮堂外喧嘩及作球類活動，多謝合作。
6. 康恩關懷中心主辦
話劇音樂會：「愛未完…待續」將於 5 月 25 日及
26 日分 在 Ryde Civic Hall 及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舉行。門票每位十
元，憑票入場，如欲購票請聯絡黃高懷德教士，詳情請參閱單張。
7. 澳神網上課程
本年度開始增設網上課程「道學研究文憑」及「神學文
憑」課程，詳情請參閱海報或瀏覽 www.ctca.edu.au。
講道大綱：
創世記 20 章
講道大綱：動機不良
1.

别

：

引言
1.

務要省察自己有否動機不良

$7,451
$12,500
-$5,049 (-40.4%)

2.

避免論斷他人是否動機不良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本月獻花】羅德麟牧師夫婦、 何振明 何振婷、 黃志雄夫婦、 吳極 王驪、
林羽莊& Family Sandy Au Amy Xu & John Su, Grace & Raymond, Amy Lee,

3.

唯獨上帝才不會有動機不良

$10,628

$12,000

-$1,372 (-11.4%)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4 月 2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中文大使命

上週獻金

$133,273

$13,602

$169,000

$13,000

-$35,727 (-21.1%)

$602 (4.6%)

,

2019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結語 :

,

Wallace Janet & Andre,

Lydi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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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y & Grey,

Jee Tang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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