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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box」最新消息

TV Box有新的节目加入：「生命师傅」- 让父母
学习成为孩子的生命师傅；「灵命进深」-帮助
信徒灵命成长，更似基督。

与咫尺天堂合作制作的新节目 -「婚福之道」粤语
及普通话版将于8月推出，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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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异象： 透过新媒体生活化信息，造就各地信徒，成为
基督大使命的使者。
我们的使命： 与友好机构及众门徒协作，善用新媒体，开拓
合适平台，实现「随存随在，活现圣经」。

主 题 专 访

「道在灵修」 - 与 城 市 牧 人 同 行
罗锡为牧师

上网灵修，吃「一口灵粮」（像吃一口牛吗），是今天的忙人的灵性续命丹。不过一节「金
句」就算有再多的「金」，也抵不住今天城市生活的种种挑战。
灵修修「道」，「道」是灵粮。「道」在那里？如何修得？
「道」成了肉身（约1:1-12），离我们不远。道在圣言中，也在上帝所创造的好山好水，一草
一木。行山可以操练灵性，涤滤心灵，正如归心默想静观，检视自己的偏执，察验上帝的旨
意，就不会在世路上迷失自我，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扭曲。
由是，「道在灵修」的概念在几位「城市牧人」萌生。他们摆脱了「金句主义」和网上流行的
「即食灵修文化」，以他们牧灵的经验，与新一代的城市同行相约于和谐频道，一起在山间寻
道，在心间问道，在人间活道。
和谐频道製作全新一代的「道在灵修」的节目陆续上架。同行的「城市牧人」团队成员如下：
顾问：罗锡为牧师
监製：邓诺文
「道在人间」主持：高景雄传道
「道在心间」主持：麦笑萍传道
「道在山间」主持：杨华杰传道

主辦:

場地贊助：

「道 在」系列制作心路历程

麦笑萍传道

高景雄传道

杨华杰传道
播道会恩福堂

「道在人间」

「道在心间」

「道在山间」

当我被邀请参与新节目拍摄工作时，心裡有点七上八

和谐邀请我参与拍摄的时候，我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去

当接受和谐频道的邀请，去分享「道在山间」这个题目

落。「上」是因为能够在和谐频道这个接触面更大的媒

做。我邀请了两位初职的姊妹，她们是初职的年龄层，

之后， 我就开始祷告，思想我可以如何分享自己在山间

体被主使用，感到欣喜。「落」是因为以往文字事奉、

教会第二代，我所思想的与她们面对的都是差不多的

与神对话及神给我的亮光。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上帝

福音广播，甚至自拍圣经教导短片放上YouTube的经

事，所以我们成为了一个队工去参与拍摄。

创造裡，山间的每一条路径、花、草、树木与石头，对

验，都未能对应这次全新的挑战。经过一个简单的製作

我来说都好像对我说话。第二点我思想到圣餐饼与杯，

会议，订了拍摄日期就开始了。对于一个牧会忙的小传

我做这节目有一个基本想法，「道在心间」的对象是教

所见的饼杯及其中的参与，我自自然然就会联想起耶稣

道来说，心理上和实际上有点吃力。

会第二代，他们在教会出生、成长、初职。坊间理性的

基督过去十字架上的救恩 、今日我的光景及我应如何事

讨论有很多，饮食文化、旅游、同居、同性恋等，网上

奉祂，因为我将来要面对神。

这次拍摄要求做到轻鬆活泼，所以导演选择出外景拍

已有很多对这些主题的回应。但我的想法比较多是在

摄，那自然谢绝跟讲稿读出来了。在极短时间强记对

个人信仰层面，例如：信二代会称自己没有经历过神；

感谢神赐我亮光与分享的方向，山间每一物都可成为自

白，绝对是我软弱的地方。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都一

如果无信仰，无教会经历的人是怎样，她们会想体验一

己的属灵老师及分享的题目：「拉筋中与神同行」、

一克服了。

下；耶稣很伟大吗？是否我为人死，便可以成为神？人

「走在山野间」、「雨水如何洗涤我心灵」、「大榕树

生是否为了受苦？圣经内容与科学有不同的地方？返教

下没有生长空间」、「行到分叉路口抉择」……等等。

这次拍摄最挑战我的是节目中较具争议的题目都是教会

会是否只有不停事奉，可以不事奉吗？我选择的方向，

但最特别的是，当我们一行四人，走到山间的时候，所

少讲，但却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如何拿捏及与圣

都是在教会牧养年轻人时会遇到的问题，但并不是社会

有之前预备的思绪都一扫而空，当眼前景物进到心灵

言接轨，确实需要上主的指引。

性或论理性，反而是关于个人在信仰上和在教会内的问

的时侯，就产生化学作用。走在山间路径时，自自然然

题。

就有提醒与新的经验。见到一个弯曲小路自然就会联想

六集的道在人间都已播出，我向主感恩之馀，也多谢幕

到，一个转弯之后以为前面一定是平坦道路，但是往往

后事奉人员的努力，尽心将我这个平凡人拍得好看一

这些年轻人会喜爱探讨这些问题，以往教会都会比较笼

理想与现实有差距，如同神容让我们人生经历一浪接一

点。希望大家喜欢「道在人间」，看完按个「赞」吧！

统来回答他们，但这些答案往往未能回应他们的问题。

浪的挑战一样，目的是让我们有成长的空间。在此只先

他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空间，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

分享其中的一点，详情有待影片播放。

案，但当教会愿意给予空间，澄清他们内心实际的需
要，及提供方向性的指引，这反而能帮到他们在信仰上

我深信人生就好像在山间行走一样，当你愿意去与神对

的成长。有时一个人未必能讲，三五知己聚首时便会容

话，我绝对相信会让我们心灵得着滋润，及带来心意更

易开口，大家食薯片饮汽水，这样的空间让他们更明白

新。每人的道路虽不尽相同，却可以互相分享、互相鼓

自己的信仰。

励与提醒，愿神大大赐祝福及使用和谐频道事工，成为
世人的祝福。

主 席 的 话
根据去年所完成的事工策略研究结果，基金会在新年度将会以「4C 计划」，即在内容 (Content)、与持份者连结 (Connection) 及资源分配 (Capital) 三方面落实新策略及工作，冀能让我

苏颖智牧师

和谐事业基金会主席

们的事工在华人社区的复盖面 (Coverage) 更广。

策略

推动事工在华人社区幅盖面(Coverage)的重点工作
1.

坚守圣经真理，建立鲜明立场，反对歪理邪说

2.

製作具价值及成熟的见证及信仰个案

在「和谐事业基金会」的 2017-2018 年年报中，我们展望了按照「4C 计划」去推动和谐事工
和本财政年度的重点工作（参看右表）。

3.

兼顾年青人需要，製作他们关注的议题， 如面对恋爱、

本年度第一季推出了的节目及未来三季计划製作的节目亦在这通讯其他版页另有报导，在这里
不赘。

4.
强化事工內容
5.
CONTENT
6.

主内和谐频道之友主安，

你们是和谐之友，因着你们是和谐事工的支持者，你们认同和谐事工的异象和使命，以不同形
式来支持事工 —— 包括为事工祷告、金钱奉献、义工服侍等。你们当中不乏在过去 10 年一直
不离不弃地支持我们。所以，亦可以説是「和谐」的家人。家人説话、分享，务要坦诚。我想
分享我们对和谐事工发展的前景和需要。
「和谐」这个「家」的异象是要建立一个新媒体平台，支援教会做牧养的工作。hChannel 于
2010 年 11 月启播，节目收看人数从开始 40 万人次增长至 2016 年 120 万人次。过去两年，
收看人数维持在 100 万人次以上。然而，我们察看一些地区的网络福音工作已进入寒冬景况，
到处出现收看有困难之报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流动通讯发展迅速，影响了新一代在学习和
沟通上的模式。加上，新一代日常生活所要面对的课题繁多，包括教育、婚姻、家庭、信仰，
都令到他们产生迷惘和困惑。新一代的信徒亦不能倖免，甚至可以説，因着不同的价值观，信
徒们所面对的「拉扯力」更大。作为一个新媒体宣教的机构，肩负着「随存随在、活现圣经」
的使命，我们深深感受到需要积极思索如何策略性地将 hChannel 现有的功能深化，让其真正
成为一个全球教会、神学院、机构资源共用的平台，而不是停留在一个「视频存放器」video
depository 样式，没有生命的平台。另外，我们亦不能忽略时代巨轮带来的改变，需要我们用
诸般的智慧去传讲永恆不变的真理。这也成为和谐事工的新挑战。
过去的一两年，我们不断地构思如何面对这些新的挑战，详细内容可在 Harmony 网站参考年
报和季刊，当中包括在 2017-18 年年报及 2017 年 8 月季刊提及的以新模式学习的「翻转教
室」、在季刊裡介绍已经推出的製作新系列「HCM (4/2017,12/2017,5/2018 季刊 )」、「道在
系列 (12/2017,5/2018 季刊 )」及「职场 Tag talk (2/2017,5/2018 季刊 )」，兼顾年轻一代的
需要。在如何能使 hChannel 成为一个有生命，能回应时代需要的平台，我们认为需要逐步强
化 hChannel 现有的功能，使其成为一个能连结基督群体，藉着分享心得、资讯共用，让教牧
得到支援，让信徒受益，并且有扩展能力的平台。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鼓舞的
进展。
纵有看见的异象和需要，仍需要弟兄姊妹行动的支持。「翻转教室」及 hChannel 发展都是涉
及研发工作的项目，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才能展开。这两个项目我们需要 $1.5M。请
在祷告记念 hChannel 的事奉，为我们的需要祷告！

学业、信仰及职场的挑战
筹备新的互动事工 - -「翻转主日学教室」
加强和谐频道和真理box的内容和使用介面

7.

强化及扩大APP的使用，以增加受众的数目

8.

研究以新媒体技术，提升真理box的技术更新

9.

善用网上统计技术，掌握用户需求及心态，使节目製作的
方向能紧贴市场需要

扩展与持份者的连结
CONNECTION

1.

主动向教会及福音机构介绍事工，推动合办差传主日

2.

主动接触资源缺乏小型教会，推介我们所能提供的新媒体
工具

3.

主动接触各地差会、神学院、教会、以至个别宣教士，
透过他们的网络， 扩大真理box在国内及全球华人社区的
使用率

4.

举办新媒体/影片製作培训班， 协助伙伴机构製作及编导
节目

1.

动员合作伙伴，将他们的福音节目/影片与「和谐频道」
共享

善用资源
CAPITAL

2.

鼓励年青人参与事奉，资助他们参与影片製作

3.

举办更多互动活动，例如HCM O2O (Online to Offline)

4.

开源节流，并推出专款专用制度，捐款者可按感动选择不
同的捐款项目或节目

5.
愿主祝福你们！

推出新节目，例如 「职场TagTalk」 、 「道在系列」

优化内部的机构管理，建立委身团队

事 工 报 告

和 谐 消 息 预 告

2018年5月 - 7月

和谐频道与HKPES（香港专业人才服务机构）合作製作的职场灵性短片

2018年8月

HCM第四集《神啊！他/她是我的100分恋人吗?》已于7月尾发佈在和

职场Tag Talk

「职场TagTalk」，现已有12集上载和谐频道hChannel平台。如要知道

HCM系列

谐频道平台、Facebook及YouTube，配合O2O (Online to Offline)策

怎样在职场上见证主，让神得荣耀，可扫左边QR Code收看节目！

略，我们将于8月21日举办相关主题讲座，详情请参阅右边海报。HCM
系列下一期製作主题是《神啊!信二代又如何?》，预期会下一季度发

我的计划 - 陈谢丽婷女士
工作与召命 - 黄赞雄先生
HKPES CBD Model - 邓有信先生
职场如同被虏的生涯 - 邓有信先生
从我不是到我是 - 司徒永富博士
主祷文的实践 - 吴泽伟先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工作就是祝福 - 尹祖伊先生
工作中发挥恩赐得着满足 - 尹祖伊先生
工作便是祭坛职场 - 尹祖伊先生
你会被 IT 取代吗 - 邓诺文先生
怎样才能站立得稳 - 邓诺文先生
区块链 - 邓诺文先生

2018年5月 - 7月

道在系列已经有两辑在上一季推出， 第一辑「道在人间」由生活角度分

道在系列

享，探索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信仰冲突问题； 第二辑「道在心间」，由心

佈，敬请密切留意。
2018年8月
定额奉献启动

为了方便弟兄姊妹更方便支持我们的事工，由8月开始我们将启动网上
定额奉献。你只需扫左边的QR Code，便可以进入填写定额奉献的网上
表格。你可以选择「定期每月奉献」或者「定期每年奉献」。
让我们一起回应上主给我们看见的异象，以奉献参与事奉！

出发，与年轻人一同探究信仰上的疑惑。第三辑「道在山间」也于7月
中完成了拍摄，现正进入剪辑阶段。「道在山间」是一辑透过行山分享
信仰的灵修短片，在安静的环境之下，观看上帝的创造，与上帝对话。
预计于9月播放。请扫左边QR Code收看节目！
第一辑 「道在人间」：
1. 信徒唔好咁大洗
2. 愤怒 : 基督徒讲句野都要就住
3. 愤怒 : 基督徒爆粗有乜问题
4. 懒惰 : Hea 得有道理
5. 贪食 : 食得是福
6. 纹身
讲员：高景雄传道

2018年5 - 7月

灵修

「和谐十载情」道在
山间步行筹款活动

第二辑 「道在心间」：
1. 如何经历神
2. 没教会生活会如何
3. 圣经真科学吗
4. 为别人死伟大吗
5. 圣经之可信性
6. 神在看顾我们吗
讲员：麦笑萍传道

福音及牧养信徒； 和谐频道hChannel.tv于2010年啓播；又于2014年製
作普通话节目，利用电视机顶盒传送到资源缺乏的地区，让缺少牧者的当
地信徒得到适时的信息。基金会现正密锣紧鼓地筹办「翻转教室」主日学
用、讨论和关係建立上，更能造就灵性。
和谐频道正在製作「道在山间」节目，在行山时悟道，并出走平日生活界
线，在山岭间看看神的创造，呼吸大自然的气息。诚意邀请你和家人、朋
友与牧者们一齐同行，既舒展身心又为基金会的各样事工筹募经费，为和

17 集

道在人间

06 集

星火飞腾

12 集

恩雨之声

13 集

HCM

神啊！读书係咁嘅咩！

03 集

生活社会文化

职场Tag Talk

12 集

活在变迁中的召命

05 集

三藩市中信福音中心医学讲座

06 集

主日崇拜

天行圣经教会

09 集

同工栽培

末了的话第八部: 基督工人专题研究

14 集

见证

和谐事业基金会已成立十载，承传历世福音与教导使命，透过新媒体传播

软件，让信徒可按自己时间预先学习，在主日学课堂大部分时间能用在应

每日心语

已上载影片

2018年11月4日

谐使命出一点力。 请扫左边QR Code报名参与！

姓名( 中 )

)

(英)

先生 / 女士

地址
联络电话

电邮

聚会教会名称
单次奉献

港币 $

註：香港奉献者奉献一百元或以上，可凭收据申请減免税款

每月定额奉献

港币 $

月捐日期 由

年

月至

年

月

过往 曾 / 未曾 于本会作奉献 ( 请刪去不适用者 )
成为本会义工

成为代祷者，並选择以 电邮 / 邮寄方式 定期收取本会刊物

分享 - 请与本人联络，以便安排同工前来分享

奉献方法
邮寄支票抬头「和谐事业国际基金会有限公司」或“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直接存入本会戶口：恒生银行「227-354925-883」或东亚银行「265-10-400333-1」
(请将银行存款单连同本奉献表格寄回本会会计部 )
信用卡
Visa
Master Card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

請沿虛線剪下，對摺，封好邊緣並貼上郵票郵寄

奉献回应

我愿意奉献支持和谐事业国际基金会事工 ( 所有资料请以正楷填写 ) (
奉献者资料

請貼郵票

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九龍長沙灣永明街 3 號泰昌工廠大廈 8 樓 A 室

Unit A, 8/F, Liberal Factory Building, 3 Wing Mi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信用卡号码
年

月

持卡人签名

海外捐款

自动转账 ( 本会将邮寄「直接付款授权书」予阁下 )

加拿大

银行名称：Canada Trust 账户名称：Canadian Christian Centre for Harmony World
账户号码：1844-0684-5211102
划线支票 ( 抬头请写 “Canadian Christian Centre for Harmony World”)
直接存入银行戶口
请将支票或银行存款单正本寄回本会，邮寄地址：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Canada

九龍長沙灣永明街3號泰昌工廠大廈8樓A室

Unit A, 8/F, Liberal Factory Building,3 Wing Ming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3106 7310

注：凭本会发给之奉献收据，可在加拿大申请减免税项。

美

国

银行民称：富国银行
账户名称：hChannel International ( USA )
账户号码：2604602264 Routing Number：121042882
直接存入银行戶口，並将银行存款单正本寄回本会，邮寄地址：
1025 Lakeridge Place, San Ramon, CA 94582
或电邮至：hchannelusa.donation@gmail.com
注：凭本会发给之奉献收据，可在美国申请减免税项。

澳 洲

银行名称：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账户名称：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账户号码：035-016-71-2678
直接存入银行戶口，並将银行存款单正本连同此表格寄回本会香港办事处

隨存隨在 活現聖經

其他国家

银行名称：Hang Seng Bank 账户名称：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账户号码：227-354925-883 Swift 编号：HASEHKHH
银行地址：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直接存入银行戶口，並将银行存款单正本连同此表格寄回本会香港办事处

您所提供的资料，只供本会作联络之用。如不欲继续收取本会资讯，或需更改联络资料，
请电邮至 info@harmonyfound.org 或 传真至（852）3106-7300 通知我们，谢谢 !

2018/08

傳真 F/3106 7300 電郵 E/info@harmonyfoun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