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

POSTAGE PAID

和

諧

頻

道

通

訊

HONG KONG
CHINA

蘇穎智牧師（主席）
朱源和先生
黃岳永先生
羅永德先生
黃乃光先生

陳如炳牧師
何志滌牧師
樓恩德牧師
李健虎先生
蕭杜潔玲女士

環球顧問團
周永健博士
鄺炳釗博士
李秀全牧師
梁燕城博士
余達心博士

黃朱倫博士
劉少康牧師
梁家麟院長
龍維耐醫生

加拿大董事會

「真理 box」最新消息

TV Box有新的節目加入：「生命師傳」- 讓父母
學習成為孩子的生命師傅；「靈命進深」-幫助
信徒靈命成長，更似基督。

與咫尺天堂合作製作的新節目 -「婚福之道」粵語
及普通話版將於8月推出，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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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 透過新媒體生活化信息，造就各地信徒，成為
基督大使命的使 。

編輯及設計
和諧頻道編輯部
版權所有，如有轉載，請與本會聯絡。

我們的使命： 與友好機構及眾門徒協作，善用新媒體，開拓
合適平台，實現「隨存隨在，活現聖經」。

主 題 專 訪

「道在靈修」 - 與 城 市 牧 人 同 行
羅錫為牧師

上網靈修，吃「一口靈糧」（像吃一口牛嗎），是今天的忙人的靈性續命丹。不過一節「金
句」就算有再多的「金」，也抵不住今天城市生活的種種挑戰。
靈修修「道」，「道」是靈糧。「道」在那裏？如何修得？
「道」成了肉身（約1:1-12），離我們不遠。道在聖言中，也在上帝所創造的好山好水，一草
一木。行山可以操練靈性，滌濾心靈，正如歸心默想靜觀，檢視自己的偏執，察驗上帝的旨
意，就不會在世路上迷失自我，被世界的價值觀所扭曲。
由是，「道在靈修」的概念在幾位「城市牧人」萌生。他們擺脫了「金句主義」和網上流行的
「即食靈修文化」，以他們牧靈的經驗，與新一代的城市同行相約於和諧頻道，一起在山間尋
道，在心間問道，在人間活道。
和諧頻道製作全新一代的「道在靈修」的節目陸續上架。同行的「城市牧人」團隊成員如下：
顧問：羅錫為牧師
監製：鄧諾文
「道在人間」主持：高景雄傳道
「道在心間」主持：麥笑萍傳道
「道在山間」主持：楊華傑傳道

主辦:

場地贊助：

「道 在」系列製作心路歷程

麥笑萍傳道

高景雄傳道

楊華傑傳道
播道會恩福堂

「道在人間」

「道在心間」

「道在山間」

當我被邀請参與新節目拍攝工作時，心裡有點七上八

和諧邀請我參與拍攝的時候，我是抱著嘗試的心態去

當接受和諧頻道的邀請，去分享「道在山間」這個題目

落。「上」是因為能夠在和諧頻道這個接觸面更大的媒

做。我邀請了兩位初職的姊妹，她們是初職的年齡層，

之後， 我就開始禱告，思想我可以如何分享自己在山間

體被主使用，感到欣喜。「落」是因為以往文字事奉、

教會第二代，我所思想的與她們面對的都是差不多的

與神對話及神給我的亮光。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在上帝

福音廣播，甚至自拍聖經教導短片放上YouTube的經

事，所以我們成為了一個隊工去參與拍攝。

創造裡，山間的每一條路徑、花、草、樹木與石頭，對

驗，都未能對應這次全新的挑戰。經過一個簡單的製作

我來說都好像對我說話。第二點我思想到聖餐餅與杯，

會議，訂了拍攝日期就開始了。對於一個牧會忙的小傳

我做這節目有一個基本想法，「道在心間」的對象是教

所見的餅杯及其中的參與，我自自然然就會聯想起耶穌

道來說，心理上和實際上有點吃力。

會第二代，他們在教會出生、成長、初職。坊間理性的

基督過去十字架上的救恩 、今日我的光景及我應如何事

討論有很多，飲食文化、旅遊、同居、同性戀等，網上

奉祂，因為我將來要面對神。

這次拍攝要求做到輕鬆活潑，所以導演選擇出外景拍

已有很多對這些主題的回應。但我的想法比較多是在

攝，那自然謝絕跟講稿讀出來了。在極短時間强記對

個人信仰層面，例如：信二代會稱自己沒有經歷過神；

感謝神賜我亮光與分享的方向，山間每一物都可成為自

白，絕對是我軟弱的地方。感謝主，靠著主的恩典都一

如果無信仰，無教會經歷的人是怎樣，她們會想體驗一

己的屬靈老師及分享的題目：「拉筋中與神同行」、

一克服了。

下；耶穌很偉大嗎？是否我為人死，便可以成為神？人

「走在山野間」、「雨水如何洗滌我心靈」、「大榕樹

生是否為了受苦？聖經內容與科學有不同的地方？返教

下沒有生長空間」、「行到分叉路口抉擇」……等等。

這次拍攝最挑戰我的是節目中較具爭議的題目都是教會

會是否只有不停事奉，可以不事奉嗎？我選擇的方向，

但最特別的是，當我們一行四人，走到山間的時候，所

少講，但卻每天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如何拿捏及與聖

都是在教會牧養年輕人時會遇到的問題，但並不是社會

有之前預備的思緒都一掃而空，當眼前景物進到心靈

言接軌，確實需要上主的指引。

性或論理性，反而是關於個人在信仰上和在教會內的問

的時侯，就產生化學作用。走在山間路徑時，自自然然

題。

就有提醒與新的經驗。見到一個彎曲小路自然就會聯想

六集的道在人間都已播出，我向主感恩之餘，也多謝幕

到，一個轉彎之後以為前面一定是平坦道路，但是往往

後事奉人員的努力，盡心將我這個平凡人拍得好看一

這些年輕人會喜愛探討這些問題，以往教會都會比較籠

理想與現實有差距，如同神容讓我們人生經歷一浪接一

點。希望大家喜歡「道在人間」，看完按個「讚」吧！

統來回答他們，但這些答案往往未能回應他們的問題。

浪的挑戰一樣，目的是讓我們有成長的空間。在此只先

他們需要有一個開放的空間，雖然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

分享其中的一點，詳情有待影片播放。

案，但當教會願意給予空間，澄清他們內心實際的需
要，及提供方向性的指引，這反而能幫到他們在信仰上

我深信人生就好像在山間行走一樣，當你願意去與神對

的成長。有時一個人未必能講，三五知己聚首時便會容

話，我絕對相信會讓我們心靈得著滋潤，及帶來心意更

易開口，大家食薯片飲汽水，這樣的空間讓他們更明白

新。每人的道路雖不盡相同，卻可以互相分享、互相鼓

自己的信仰。

勵與提醒，願神大大賜祝福及使用和諧頻道事工，成為
世人的祝福。

主 席 的 話
根據去年所完成的事工策略研究結果，基金會在新年度將會以「4C 計劃」，即在內容 (Content)、與持份者連結 (Connection) 及資源分配 (Capital) 三方面落實新策略及工作，冀能讓我

蘇穎智牧師

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主席

們的事工在華人社區的覆蓋面 (Coverage) 更廣。

策略

推動事工在華人社區幅蓋面(Coverage)的重點工作
1.

堅守聖經真理，建立鮮明立場，反對歪理邪說

2.

製作具價值及成熟的見證及信仰個案

在「和諧事業基金會」的 2017-2018 年年報中，我們展望了按照「4C 計劃」去推動和諧事工
和本財政年度的重點工作（參看右表）。

3.

兼顧年青人需要，製作他們關注的議題， 如面對戀愛、

本年度第一季推出了的節目及未來三季計劃製作的節目亦在這通訊其他版頁另有報導，在這裏
不贅。

4.
強化事工內容
5.
CONTENT
6.

主內和諧頻道之友主安，

你們是和諧之友，因著你們是和諧事工的支持者，你們認同和諧事工的異象和使命，以不同形
式來支持事工 —— 包括為事工禱告、金錢奉獻、義工服侍等。你們當中不乏在過去 10 年一直
不離不棄地支持我們。所以，亦可以説是「和諧」的家人。家人説話、分享，務要坦誠。我想
分享我們對和諧事工發展的前景和需要。
「和諧」這個「家」的異象是要建立一個新媒體平台，支援教會做牧養的工作。hChannel 於
2010 年 11 月啟播，節目收看人數從開始 40 萬人次增長至 2016 年 120 萬人次。過去兩年，
收看人數維持在 100 萬人次以上。然而，我們察看一些地區的網絡福音工作已進入寒冬景況，
到處出現收看有困難之報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流動通訊發展迅速，影響了新一代在學習和
溝通上的模式。加上，新一代日常生活所要面對的課題繁多，包括教育、婚姻、家庭、信仰，
都令到他們產生迷惘和困惑。新一代的信徒亦不能倖免，甚至可以説，因著不同的價值觀，信
徒們所面對的「拉扯力」更大。作為一個新媒體宣教的機構，肩負著「隨存隨在、活現聖經」
的使命，我們深深感受到需要積極思索如何策略性地將 hChannel 現有的功能深化，讓其真正
成為一個全球教會、神學院、機構資源共用的平台，而不是停留在一個「視頻存放器」video
depository 樣式，沒有生命的平台。另外，我們亦不能忽略時代巨輪帶來的改變，需要我們用
諸般的智慧去傳講永恆不變的真理。這也成為和諧事工的新挑戰。
過去的一兩年，我們不斷地構思如何面對這些新的挑戰，詳細內容可在 Harmony 網站參考年
報和季刊，當中包括在 2017-18 年年報及 2017 年 8 月季刊提及的以新模式學習的「翻轉教
室」、在季刊裡介紹已經推出的製作新系列「HCM (4/2017,12/2017,5/2018 季刊 )」、「道在
系列 (12/2017,5/2018 季刊 )」及「職場 Tag talk (2/2017,5/2018 季刊 )」，兼顧年輕一代的
需要。在如何能使 hChannel 成為一個有生命，能回應時代需要的平台，我們認為需要逐步強
化 hChannel 現有的功能，使其成為一個能連結基督群體，藉著分享心得、資訊共用，讓教牧
得到支援，讓信徒受益，並且有擴展能力的平台。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們在這方面有了鼓舞的
進展。
縱有看見的異象和需要，仍需要弟兄姊妹行動的支持。「翻轉教室」及 hChannel 發展都是涉
及研發工作的項目，所以，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才能展開。這兩個項目我們需要 $1.5M。請
在禱告記念 hChannel 的事奉，為我們的需要禱告！

學業、信仰及職場的挑戰
籌備新的互動事工 - -「翻轉主日學教室」
加強和諧頻道和真理box的內容和使用介面

7.

強化及擴大APP的使用，以增加受眾的數目

8.

研究以新媒體技術，提升真理box的技術更新

9.

善用網上統計技術，掌握用戶需求及心態，使節目製作的
方向能緊貼市場需要

擴展與持份者的連結
CONNECTION

1.

主動向教會及福音機構介紹事工，推動合辦差傳主日

2.

主動接觸資源缺乏小型教會，推介我們所能提供的新媒體
工具

3.

主動接觸各地差會、神學院、教會、以至個別宣教士，
透過他們的網絡， 擴大真理box在國內及全球華人社區的
使用率

4.

舉辦新媒體/影片製作培訓班， 協助伙伴機構製作及編導
節目

1.

動員合作伙伴，將他們的福音節目/影片與「和諧頻道」
共享

善用資源
CAPITAL

2.

鼓勵年青人參與事奉，資助他們參與影片製作

3.

舉辦更多互動活動，例如HCM O2O (Online to Offline)

4.

開源節流，並推出專款專用制度，捐款者可按感動選擇不
同的捐款項目或節目

5.
願主祝福你們！

推出新節目，例如 「職場TagTalk」 、 「道在系列」

優化內部的機構管理，建立委身團隊

事 工 報 告

和 諧 消 息 預 告

2018年5月 - 7月

和諧頻道與HKPES（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合作製作的職場靈性短片

2018年8月

HCM第四集《神啊！他/她是我的100分戀人嗎?》已於7月尾發佈在

職場Tag Talk

「職場TagTalk」，現已有12集上載和諧頻道hChannel平台。如要知道

HCM系列

和諧頻道平台、Facebook及YouTube，配合O2O (Online to Offline)策
略，我們將於8月21日舉辦相關主題講座，詳情請參閱右邊海報。HCM

怎樣在職場上見證主，讓神得榮耀，可掃左邊QR Code收看節目！

系列下一期製作主題是《神啊!信二代又如何?》，預期會下一季度發
我的計劃 - 陳謝麗婷女士
工作與召命 - 黃讚雄先生
HKPES CBD Model - 鄧有信先生
職場如同被虜的生涯 - 鄧有信先生
從我不是到我是 - 司徒永富博士
主禱文的實踐 - 吳澤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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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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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就是祝福 - 尹祖伊先生
工作中發揮恩賜得著滿足 - 尹祖伊先生
工作便是祭壇職場 - 尹祖伊先生
你會被 IT 取代嗎 - 鄧諾文先生
怎樣才能站立得穩 - 鄧諾文先生
區塊鏈 - 鄧諾文先生

2018年5月 - 7月

道在系列已經有兩輯在上一季推出， 第一輯「道在人間」由生活角度分

道在系列

享，探索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信仰衝突問題； 第二輯「道在心間」，由心

佈，敬請密切留意。
2018年8月
定額奉獻啟動

為了方便弟兄姊妹更方便支持我們的事工，由8月開始我們將啟動網上
定額奉獻。你只需掃左邊的QR Code，便可以進入填寫定額奉獻的網上
表格。你可以選擇「定期每月奉獻」或者「定期每年奉獻」。
讓我們一起回應上主給我們看見的異象，以奉獻參與事奉！

出發，與年輕人一同探究信仰上的疑惑。第三輯「道在山間」也於7月
中完成了拍攝，現正進入剪輯階段。「道在山間」是一輯透過行山分享
信仰的靈修短片，在安靜的環境之下，觀看上帝的創造，與上帝對話。

「和諧十載情」道在

預計於9月播放。請掃左邊QR Code收看節目！
第一輯 「道在人間」：
1. 信徒唔好咁大洗
2. 憤怒 : 基督徒講句野都要就住
3. 憤怒 : 基督徒爆粗有乜問題
4. 懶惰 : Hea 得有道理
5. 貪食 : 食得是福
6. 紋身
講員：高景雄傳道

2018年5 - 7月

靈修

第二輯 「道在心間」：
1. 如何經歷神
2. 沒教會生活會如何
3. 聖經真科學嗎
4. 為別人死偉大嗎
5. 聖經之可信性
6. 神在看顧我們嗎
講員：麥笑萍傳道

每日心語

17 集

道在人間

06 集

星火飛騰

12 集

恩雨之聲

13 集

HCM

神啊！讀書係咁嘅咩！

03 集

生活社會文化

職場Tag Talk

12 集

活在變遷中的召命

05 集

三藩市中信福音中心醫學講座

06 集

主日崇拜

天行聖經教會

09 集

同工栽培

末了的話第八部: 基督工人專題研究

14 集

已上載影片
見證

2018年11月4日

山間步行籌款活動

和諧事業基金會已成立十載，承傳歷世福音與教導使命，透過新媒體傳
播福音及牧養信徒； 和諧頻道hChannel.tv於2010年啓播；又於2014年
製作普通話節目，利用電視機頂盒傳送到資源缺乏的地區，讓缺少牧者
的當地信徒得到適時的信息。基金會現正密鑼緊鼓地籌辦「翻轉教室」
主日學軟件，讓信徒可按自己時間預先學習，在主日學課堂大部分時間
能用在應用、討論和關係建立上，更能造就靈性。
和諧頻道正在製作「道在山間」節目，在行山時悟道，並出走平日生活
界線，在山嶺間看看神的創造，呼吸大自然的氣息。誠意邀請你和家
人、朋友與牧者們一齊同行，既舒展身心又為基金會的各樣事工籌募經
費，為和諧使命出一點力。 請掃左邊QR Code報名參與！

姓名( 中 )

)

(英)

先生 / 女士

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聚會教會名稱
單次奉獻

港幣 $

註：香港奉獻者奉獻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每月定額奉獻

港幣 $

月捐日期 由

年

月至

年

月

過往 曾 / 未曾 於本會作奉獻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成為本會義工

成為代禱者，並選擇以 電郵 / 郵寄方式 定期收取本會刊物

分享 - 請與本人聯絡，以便安排同工前來分享

奉獻方法
郵寄支票抬頭「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或“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直接存入本會戶口：恒生銀行「227-354925-883」或東亞銀行「265-10-400333-1」
(請將銀行存款單連同本奉獻表格寄回本會會計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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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回應

我願意奉獻支持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事工 ( 所有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 (
奉獻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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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號碼
年

月

持卡人簽名

海外捐款

自動轉賬 ( 本會將郵寄「直接付款授權書」予閣下 )

加拿大

銀行名稱：Canada Trust 賬戶名稱：Canadian Christian Centre for Harmony World
賬戶號碼：1844-0684-5211102
劃線支票 ( 抬頭請寫 “Canadian Christian Centre for Harmony World”)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請將支票或銀行存款單正本寄回本會，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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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憑本會發給之奉獻收據，可在加拿大申請減免稅項。

美

國

銀行名稱：富國銀行
賬戶名稱：hChannel International ( USA )
賬戶號碼：2604602264 Routing Number：121042882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並將銀行存款單正本寄回本會，郵寄地址：
1025 Lakeridge Place, San Ramon, CA 94582
或電郵至：hchannelusa.donation@gmail.com
註：憑本會發給之奉獻收據，可在美國申請減免稅項。

澳

洲

銀行名稱：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賬戶名稱：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賬戶號碼：035-016-71-2678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並將銀行存款單正本連同此表格寄回本會香港辦事處

隨存隨在 活現聖經

其他國家

銀行名稱：Hang Seng Bank 賬戶名稱：Harmony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賬戶號碼：227-354925-883 Swift 編號：HASEHKHH
銀行地址：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並將銀行存款單正本連同此表格寄回本會香港辦事處

您所提供的資料，只供本會作聯絡之用。如不欲繼續收取本會資訊，或需更改聯絡資料，
請電郵至 info@harmonyfound.org 或 傳真至（852）3106-7300 通知我們，謝謝 !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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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