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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box」最新消息
真理 box 的網頁版正式推出，網址為 tvbox.hchannel.tv，弟兄姊妹可以在網頁內了解事工異象、操作
功能、用家分享、節目內容、宣傳片、聯絡我們及奉
獻 持。

我們計劃每一季加入 3 輯影片，影片系列包括靈修分
享、信徒栽培、家庭成長及專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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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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大使命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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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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機和信仰，是否真的風馬牛不相及，要視乎你怎樣看信仰和生活。

神啊！唔可以打機咩

有些人是聖俗分開的，以前會有人將之形容為主日信徒，他們在主日會很敬虔，返崇拜，交什
一，甚麼也做，但除此之外，就甚麼也和一個普通人一樣。如果說要看人的行為，即果子來認出
他是否一個門徒，那大抵你看不出他是。

歐陽家和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另一類人，他們知道信仰不只是周日的，所以平時也會做些善行，扶阿婆過馬路，讓座等等是基
本的。但凡是大家認為是信徒會做的，他也盡量去持守，因為藉著行為能結出好果子的人就能讓
別人認出他／她是信徒，所以他們也努力結果子，期望成為真信徒。
如果這兩種人來問：「神呀！打機關你咩事？」他們的答案大可能是：「對呀，的確與神無關。
」原因簡單：遊戲是個人的玩樂，和善行無關，沒有信仰內容，正如不少人認為食喝玩樂等生活
日常，均與信仰無關，所以我返完復活節崇拜，隨時可以出國旅遊，過了禁食祈禱後，就可以食
自助餐了，因為操練完了，當然就是盡情享樂。
信仰生活，難道真的與吃喝玩樂無關？其實吃喝玩樂才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踐行，信徒的樣式要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所以打機作為玩樂的一部份，我們自然會問幾個簡單的問題：
1.

甚麼是玩樂？

2.

上主喜歡人玩樂嗎？

3.

甚麼的玩樂才是上主所喜悅的？

4.

我們可以怎樣實行到呢？

玩樂其實是上主本來給我們生命的一個部份，去分享上主創造的喜悅。至於打機能否做到上主所
喜歡的玩樂，這要視乎好幾個因素：
1.

你玩甚麼遊戲？

2.

遊戲中你的位置是甚麼？

3.

遊戲中上主的位置是甚麼？

4.

遊戲中肢體間有位置嗎？

5.

遊戲中的動態是怎樣的呢？

6.

我們能怎樣在遊戲中經歷主？

這是一個粗淺的框架，我們盼望有進一步的討論，豐富這個遊戲世界，以致同時豐富我們屬靈生
命。

主 題 文 章

打機是一個問題？？成癮背後有許多問題！
雷競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神學科)

電子遊戲--俗稱打機，很多時被視為是一種不

打機？但關於打機的問題是不是可不可以的問

去打，正因為這種彈性及方便，所以很容易成

教會的青少年事工最重要是讓年輕人感到有

健康的遊戲，讓人不能自拔。在教會中打機，

題？

癮。加上，打機可以有即時的回應，贏或輸很

趣，很多教會的青少年工作著重於律法，讓

快完成，不需要費時等待結果。基於打機的特

年輕人感到來教會只是學習甚麼是不能做的事

這被普遍傳統教會視為一種禁忌，教會害怕
這種被視為不健康的遊戲會與基督的信仰相牴

從娛樂方面看，從前的人會辯論基督徒應否打

質令人容易上癮，所以不應該單單考慮可不可

情，這種感覺令年輕人無興趣返教會或只作表

觸。當我們去關注打機的問題，很多時候我

麻雀，現今的人就辯論應否打機，從我的角度

以打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考慮怎樣幫助上癮

面的基督徒，離開教會後才做回真我。青少年

們只是關注這個現象的表面，時常會問：基督

去看，並不是可以與否的關係，教會不容許弟

的人脫離依賴。

事工的教牧或領袖需要建立一個接納的氣氛，

徒可不可以打機？基督徒可不可以在教會中

兄姊妹打機，他們只會不在教會內玩，在教會

無論成績高低，喜歡打機與否，重要的是“我

內不提，生活上仍然繼續玩，所以實際上不是

打機本身不是一個問題，但成癮的背後隱藏著

接納你”。在接納的環境下，期望年輕人能享

可以與否。從神學角

許多心理上的問題。對於某些年輕人來說，打

受在團契當中的時間。大部分的年輕人不是自

度看，很難將這定

機是一種人際關係的逃避，可以藉著打機而

願選擇只顧打機，他們並不是驕傲自己在打機

義為不可以做的，聖

不用理會身邊的人。加上打機的成敗是沒有代

方面的成就。即使有這樣的年輕人，他們也不

經肯定沒有：不可打

價需要付，輸了父母不會責罵，同學也不會

是對自己感到驕傲，他們是缺乏動力和提不起

機。另外一方面，遊

取笑，雖然浪費了時間，但不會有壓力。相

勁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也只能繼續打機。現今

戲本身沒有傷害性，

反，讀書不好會被父母責罵，參加不同比賽也

年輕人常被標籤為「廢青」，是令人感到挫敗

所以沒有理由支持基

有很多壓力。久而久之打機就成為他們減壓的

的，畢竟社會鼓吹要贏在起跑線，一將功成萬

督徒不可以打機。反

工具，即使輸了，世界也同樣運轉，也沒有後

骨枯，全班只有一個考第一，其他剩下的都不

對主要是因為打機容

果要付。這成為了很多年輕人的一種逃避。怎

是第一，其實是很挫敗的。

易上癮，打機成癮當

樣培養年輕人不對打機上癮，怎樣讓他們懷著

然有個中的原因。打

信心進入世界，讓他們感到生活是有意義的，

要幫助年輕人尋回生活的動力其實可以從關心

機的好處是可以與

是享受的，這反而重要。當年輕人感到生活圈

開始，細心聆聽他們所面對的壓力，培育他們

朋友打，也可以單

子是充滿歡樂，打機就不會成為他們逃避的工

找到屬於自己的成功感，讓他們可以在一個全

獨打，可以隨時隨地

具。

然被接納的環境成長。

事 工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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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5日

本會首次舉辦籌款音樂會，當晚演出項目豐富，包括

2018年5月

過去數月，和諧頻道與HKPES（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

Mad Show 2

樂隊Emmanuel、鋼琴組合演奏、男女歌手獻唱及見

職場Tag Talk

構）合作，開始製作職場靈性短片「職場TagTalk」

証，即場沙畫及油畫配合曲目獻技，還有破天荒三人

。透過訪問商界各種領袖，職場信徒，拍攝他們的職

牧團樂器演奏。本會主席蘇穎智牧師在當晚分享了福

場觀點和智慧，目的是協助信徒在真實處境中踐行基

音的信息。出席觀眾更達到960位。是次音樂會締造

督信仰，回應職場挑戰。其中五集節目已在剪輯階

了一個機遇，讓年青人的恩賜、興趣及夢想可以融入

段，預計5月將在和諧頻道 hChannel平台播放。

事奉中。

2018年3月22月

今年感恩餐會適逢「基金會」成立10週年，除匯報

感恩餐會

2017/18度事工的進度、發佈2017年報外，我們與多

2018年5 - 6月

道在系列經過多月籌備，在5月開始會先播放《道在

道在系列

人間》，由高景雄傳道從信仰到生活角度分享，探
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信仰衝突問題；6
月開始播放《道在心間》，從心靈出發，讓年輕人發

年來一直支持和諧事工的弟兄姊妹及友好機構回顧事

表他們的心聲，讓我們學習活像小孩樣式；《道在山

工過去10年的發展，一起高歌頌讚主基督帶領著我們

間》系列在製作階段，希望透過在大自然的山間中，

的服侍及看顧事工的需要。並邀請了多位弟兄姊妹及

述說上帝創造的作為，讓講者分享信仰點滴，預計在

同工分享他們在和諧的服待和領受。當晚，我們亦展

7 中播放。

望事工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策略。整個餐會充滿感恩氣
氛，誠意邀請您掃旁邊的二維碼，感受/重温當晚我們
的喜悅，及閱讀2017-2018度的年報。（為了支持環
保的，由今年起本機構決定不再郵寄紙本年報。如想
索取紙本，請與本機構聯絡。）

HCM第三集《神啊!打機關你咩事?》已在3月份發佈

HCM系列

在和諧頻道平台、Facebook及Youtube，配合O2O
(Online to Offline)策略，已在13/4晚上舉辦活動，邀
請了明光社歐陽家和先生和中國神學研究院雷競業副

2018年1 - 4月

靈修

每日心語

11 集

hChannel 已上載影片

見證

星火飛騰

12 集

恩雨之聲

04 集

Emmanuel

05 集

美麗傳奇

02 集

青少年

HCM

01 集

同工栽培

末了的話

12 集

主日崇拜

天行聖經教會

05 集

生活社會文化

未來報告

03 集

音樂

2018年5、7月

教授，回應現今教會打機和電競文化議題。HCM系列
新製作的兩集《神啊!我的筍盤在那裡?》和《神啊!信
二代又如何?》已在最後剪輯階段，預期會在5月和7
月發佈，敬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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