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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box」最新消息
真理 box 的网页版正式推出，网址为 tvbox.hchannel.tv，弟兄姊妹可以在网页內了解事工异象、操作
功能、用家分享、节目內容、宣传片片、联络我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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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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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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圣俗分开的，以前会有人将之形容为主日信徒，他们在主日会很敬虔，去崇拜，做十一

神啊！唔可以打机咩

奉献，什么都做，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跟一个普通人一样。如果说要看人的行为，即果子来认
出他是否一个门徒，那大抵你看不出他是。
另一类人，他们知道信仰不只是周日的，所以平时也会做些善行，搀扶奶奶过马路，让座等等是
基 本的。但凡是大家认为是信徒会做的，他也尽量去持守，因为借着行为能结出好果子的人就能

欧阳家和

让別人认出他/她是信徒，所以他们也努力结果子，期望成为真信徒。

明光社项目主任（通识教育及流行文化）

如果这两种人来问:「神呀!打机关你咩事?」他们的答案大可能是:「对呀，的确与神无关。

」原

因简单:游戏是个人的玩乐，和善行无关，没有信仰内容，正如不少人认为食喝玩乐等生活日常，
均与信仰无关，所以我去了复活节崇拜，随时可以出国旅游，过了禁食祈祷后，就可以吃自助餐
了，因为操练完了，当然就是尽情享乐。
信仰生活，难道真的与吃喝玩乐无关?其实吃喝玩乐才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践行，信徒的样式要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所以打机作为玩乐的一部份，我们自然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是玩乐?

2.

上主喜欢人玩乐吗?

3.

什么样的玩乐才是上主所喜悅的?

4.

我们可以怎样实行到呢?

玩乐其实是上主本来给我们生命的一个部份，去分享上主创造的喜悅。至於打机能否做到上主所
喜欢的玩乐，这要视乎好几个因素:
1.

你玩什么游戏?

2.

游戏中你的位置是什么?

3.

游戏中上主的位置是什么?

4.

游戏中肢体间有位置吗?

5.

游戏中的动态是怎样的呢?

6.

我们能怎样在游戏中经历主?

这是一个粗浅的框架，我们盼望有进一步的讨论，丰富这个游戏世界，以致同时丰富我们属灵生
命。
打机和信仰，是否真的风马牛不相及，要视乎你怎样看信仰和生活。

主 题 文 章

打机是一个问题？？成瘾背后有许多问题！
雷竞业博士
中国神学研究院副教授(神学科)

玩电子游戏 -- 俗称打机，很多时被视为是一种

中打机?但关于打机的问题是不是可不可以的问

为这种弹性及方便，所以很容易成瘾。加上，

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最重要是让年轻人感到有

不太健康的消遣娱乐，让人不能自拔。在教会

题?

打机可以有即时的回应，赢或输很快完成，不

趣，很多教会的青少年工作着重於律法，让

需要费时等待结果。基於打机的特质令人容易

年轻人感到来教会只是学习什么是不能做的事

中打机， 这被普遍传统教会视为一种禁忌，教
会害怕这种被视为不健康的游戏会与基督的信

从娱乐方面看，从前的人会辩论基督徒应否打

上瘾，所以不应该单单考虑可不可以打机的问

情，这种感觉令年轻人无兴趣返教会或只作表

仰相抵触。当我们去关注打机的问题，很多时

麻雀，现今的人就辩论应否打机，从我的角度

题，更重要的是考虑怎样帮助上瘾的人脱离依

面的基督徒，离开教会后才做回真我。青少年

候我们只是关注这个现象的表面，时常会问：

去看，并不是可以与否的关系，教会不容许弟

赖。

事工的教牧或领袖需要建立一个接纳的气氛，

基督徒可不可以打机?基督徒可不可以在教会

兄姊妹打机，他们只会不在教会内玩，在教会

无论成绩高低，喜欢打机与否，重要的是“我

内不提，生活上仍然继续玩，所以实际上不是

打机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成瘾的背后隐藏着

接纳你”。在接纳的环境下，期望年轻人能享

可以与否。从神学角

许多心理上的问题。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打

受在团契当中的时间。大部分的年轻人不是自

度看，很难将这定义

机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逃避，可以借着打机而不

愿选择只顾打机，他们并不是骄傲自己在打机

为不可以做的，圣经

用理会身边的人。加上打机的成败是没有代价

方面的成就。即使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也不

肯定没有:不可打机。

需要付，输了父母不会责骂，同学也不会取

是对自己感到骄傲，他们是缺乏动力和提不起

另外一方面，游戏本

笑，虽然浪费了时间，但不会有压力。相反，

劲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也只能继续打机。现今

身没有伤害性，

所

读书不好会被父母责骂，参加不同比赛也有

年轻人常被标签为「废青」，是令人感到挫败

以没有理由支持基督

很多压力。久而久之打机就成为他们减压的工

的，毕竟社会鼓吹要赢在起跑线，一将功成万

徒不可以打机。反对

具，即使输了，世界也同样运转，也没有后果

骨枯，全班只有一个考第一，其他剩下的都不

主要是因为打机容易

要付。这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逃避。怎样

是第一，其实是很挫败的。

上瘾，打机成瘾当然

培养年轻人不对打机上瘾，怎样让他们怀着信

有些原因。打机的好

心进入世界，让他们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 是

要帮助年轻人找回生活的动力其实可以从关心

处是可以与朋友打，

享受的，这反而重要。当年轻人感到生活圈 子

开始，细心聆听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培育他们

也可以单独打，可以

是充满欢乐，打机就不会成为他们逃避的工

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感，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全

随时随地去打，正因

具。

然被接纳的环境成长。

事 工 报 告

宣 传 推 广 消 息

2018年2月5日

本会首次举办筹款音乐会，当晚演出项目丰富，包括

2018年5月

过去数月，和谐频道与HKPES(香港专业人才服务机

Mad Show 2

乐队Emmanuel、钢琴组合演奏、男女歌手献唱及见

职场Tag Talk

构)合作，开始制作职场灵性短片「职场TagTalk」 。

証，即场沙画及油画配合曲目献技，还有破天荒三人

透过访问商界各种领袖，职场信徒，拍摄他们的职场

牧团乐器演奏。本会主席苏颖智牧师在当晚分享了福

观点和智慧，目的是协助信徒在真实处境中践行基督

音的信息。出席观众更达到960位。是次音乐会缔造

信仰，回应职场挑战。其中五集节目已在剪辑阶段，

了一个机遇，让年青人的恩赐、兴趣及梦想可以融入

预计5月将在和谐频道 hChannel平台播放。

事奉中。

2018年3月22月

今年感恩餐会适逢「基金会」成立10周年，除汇报

感恩餐会

2017/18度事工的进度、发佈2017年报外，我们与多

2018年5 - 6月

道在系列经过多月筹备，在5月开始会先播放《道在

道在系列

人间》，由高景雄传道从信仰到生活角度分享，探 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信仰冲突问题;6 月开
始播放《道在心间》，从心灵出发，让年轻人发 表他

年来一直支持和谐事工的弟兄姊妹及友好机构回顾事

们的心声，让我们学习活像小孩样式;《道在山间》系

工过去10年的发展，一起高歌颂讚主基督带领著我们

列在制作阶段，希望透过在大自然的山间中， 述说上

的服侍及看顾事工的需要。并邀请了多位弟兄姊妹及

帝创造的作为，让讲者分享信仰点滴，预计在 7 中播

同工分享他们在和谐的服待和领受。当晚，我们亦展

放。

望事工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策略。整个餐会充满感恩气
氛，诚意邀请您扫旁边的二维码，感受/重温当晚我们
的喜悅，及阅读2017-2018度的年报。(为了支持环保

2018年5、7月

HCM第三集《神啊!打机关你咩事?》已在3月份发佈

的，由今年起本机构决定不再邮寄纸本年报。如想索

HCM系列

在和谐频道平台、Facebook及Youtube，配合O2O

取纸本，请与本机构联络。)

请了明光社欧阳家和先生和中国神学研究院雷竞业副

2018年1 - 4月

灵修

每日心语

11 集

hChannel 已上载影片

见证

星火飞腾

12 集

恩雨之声

04 集

Emmanuel

05 集

美丽传奇

02 集

青少年

HCM

01 集

同工栽培

末了的话

12 集

主日崇拜

天行圣经教会

05 集

生活社会文化

未来报告

03 集

音乐

(Online to Offline)策略，已在13/4晚上举办活动，邀
教授，回应现今教会打机和电竞文化议题。HCM系列
新制作的两集《神啊!我的笋盘在那里?》和《神啊!信
二代又如何?》已在最后剪辑阶段，预期会在5月和7
月发佈，敬请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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