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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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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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頻道編輯部
和諧頻道編輯部

2018

主席的話

Flipping Classroom

事 工 進 度

完成 5 間中小型教會對翻轉教室使用的調查 ;

蘇穎智牧師

建構翻轉教室的概念模型，及準備內容素材。

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主席

2018 年：

感謝主的恩典，今年是「和諧事業國際基
金會」(基金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神於
十年前賜下異象，基金會本著「隨存隨在
活現聖經」的使命，開展新媒體去傳揚福
音，透過「和諧頻道」及「真理box」兩大
事工，發放各式各樣的新媒體福音節目，
致力令更多人能聽聞福音和接受裝備。

另外，我們深深相信宣傳福音還需協同效
應及伙伴合作。因此，我們將擴展與持份
者的連結，透過伙伴機構及義工的協作，
擴大「真理box」在國內及全球華人社區
的使用率的同時，又會繼續加強「和諧頻
道」和「真理box」的內容和使用介面，使
之成為信徒及教牧的聖經真理活動教室。

感恩在過去十年，神感動眾弟兄姐妹一直
以禱告、奉獻及義工方式支持我們的事
工，致使我們能在香港扎根，並在內地以
至海外各地的華人社區建立了一批用戶及
擁躉。在基金會邁向另一個十年之際，我
們會以「4C計劃」整合事工，即在內容
(Content) 、與持份者連結 (Connection)
及資源分配 (Capital) 三方面作出策略性部
署，冀能讓我們的事工在華人社區的幅蓋
面(Coverage)更廣。

還有，我們作為「神的管家」，必須確保
資源善用。為此，我們將動員及鼓勵更多
教會及福音機構，將他們的福音節目/影
片與「和諧頻道」共享。我們更會鼓勵年
輕人透過不同渠道，例如影片製作及音樂
會， 直接投入我們的福音事奉。

首先，現今網絡世界固然有利傳揚福音，
但我們亦看到異端及歪理邪說泛濫成災，
很多信徒更不慎「中招」，離棄真理。為
此我們必須要確保「和諧頻道」彰顯聖經
真理，並立場鮮明地反對異端邪說。至於
在節目題材上，除了要「鮮活生動」，還
要兼顧年輕人需要，與時並進，務求信息
既具創意，又能「落地」。為了能與受眾
有更多亙動，我們一個名為「翻轉主日學
教室」的事工亦已開始籌備。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在三月二十二日晚
上舉行的感恩餐會可謂別具意義。我們藉
此機會與認同及支持基金會的眾弟兄姐妹
一同分享及見證神過往十年的帶領，並為
基金會邁向另一個十年禱告。盼望未來，
眾弟兄姐妹能繼續以禱告、奉獻及義工方
式，支持我們。
但願我們各人皆能成為神眼中的「無愧的
工人」，攜手實踐神託付給我們廣傳福音
的異象與使命。祝主恩常偕!

01. 落實軟件研發。
02. 打造 2-3 個完整的新媒體課程 , 讓教會透過翻轉教室學
習如何善用新媒體建立領袖。
03. 展開推廣工程。

事工介紹

2017-2018年重要工作成果

事工覆蓋面增加
和諧頻道

和諧頻道影片觀看次數

透過 Website、 APP、YouTube、 Facebook、Instagram

1,244,039

等最新介面， 將生活化的信仰帶入網絡世界。

927,033

938,625

1,016,582

614,000

407,882

408,638

2011

2012

真理 box
是網絡電視機頂盒的一種，亦可接駁到放映機使用。小
組或團契可從中收看牧者或導師主持的節目，並可根據
所附指引及討論問題作進深研讀。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和諧頻道Facebook影片觀看次數

翻轉教室 ( 籌備中 )

13,596

運用資訊科技的便利 , 改變現今的教育模式 , 讓課堂間

2015

學員能夠有更多互動 , 亦透過真理 box 工具 , 學員可在
家裡做好知識上準備 , 回到課堂中能更有效參與互動。

73,437
70,982

2017

2016

2017 年我們在新媒體 Facebook 上的影片瀏覽量有輕微的增長，但影片的總瀏覽量有下跌的
情況。收視率起跌是常見現象，原因繁多，包括外來片源、節目調整、上載時間等等。頻道正
作出詳細分晰及針對性部署。
真理box
過往一年，有 83 台真理 box 被帶到世界各地，以每台盒子能夠
牧養大概 8-10 位弟兄姊妹來計算，這年度，又多了 700 多名弟
兄姊妹透過真理 box 被牧養被建立。

優化事工內容

推廣事工活動

與多間教會合辦差傳主
日，透過宣講信息及設置
專櫃推廣事工。

透過本港大型的跨區培靈
會，向教會及會眾推廣事
工。

主動接觸各地伙伴，擴大
事工在全球華人社區的接
觸面。

研討性節目
針對年青人的研討節目例如 :
「神啊！我命中註定的呢？」及「神啊！
讀書係咁嘅咩？」都備受歡迎。

網站刊載

靈修新系列
適合年青人靈修的新系列:
「道在人間」、「道在心間」、「道在
山間」亦於三月底陸續推出。

在Facebook及網站定期刊載「摩西的
杖」漫畫。

擴闊合作伙伴

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及全
港教會男士小組聯盟協辦
活動，並將相關內容納入
和諧頻道及網站。

與香港專業人才協會、
JesusOnLine及生命教育
基金會協辦講座，並將相
關內容納入和諧頻道及網
站。

與一班年青音樂人合作舉
辦一場名為Mad Show 2
的福音演唱會，將年青人
的恩賜、興趣和夢想融入
事奉中。

新節目

新網站
推出真理box的網站：
http://tvbox.hchannel.tv/

本年度上載的新視頻共420條，包括新
節目「成為孩子生命師傅」、「未來報
告」、「Emmanuel福音歌」、「活在
變遷中的召命」。（請瀏覧最新上載的
視頻 https://goo.gl/svFEVM)

完善網站
完善和諧頻道，改善影片分類、下載速
度及用戶介面的易用性。
加強合作
加強與各視頻網站例如福音影視網
fuyin.tv的合作， 擴大事工的覆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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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機構發展

在基金會即將邁向另一個十年之際，我們在2017年開展一個事工策略檢討，致力去蕪存
菁，並納入新的創新元素，為未來的發展訂下新的策略及目標，以致事工可以善用資源，與
時並進 。

2018-19年度策略部署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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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的事工在華人社區的覆蓋面(Coverage)更廣。

策略

財政狀況
2017.04至2018.03年度財政報告

行政費
奉獻及其他收入（註一）

$ 3,650,000

支出

$ 3,529,056

行政費 （註二）

$

和諧頻道

$ $ 2,466,507
00,000

真理box

$

914,741

信仰及職場的挑戰

盈餘

$

120,944

推出新節目，例如 「職場 TagTalk」

（數字未經核數師查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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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兼顧年青人需要，製作他們關注的議題，例如面對戀愛、學業、

4.
強化事工內容
5.
CONTENT
6.

70%
和諧頻道

註一 : 原定 2016-17 年度感恩及籌款晚會因場地問題延至 2017-2018 年度舉行，故同一年度有兩次籌款晚會。

加強和諧頻道和真理 box 的內容和使用介面

註二 : 員工薪酬支出按所屬比例分配至各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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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至2019.03年度預算

非經常性支出
行政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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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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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box

147,808

籌備新的互動事工 - -「翻轉主日學教室」

7.

擴展與持份者的連結
3.
CONNECTION

26%

62%

和諧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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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2%

真理 box

經常性支出

$ 3,803,000

行政費

$

和諧頻道

$ 2,677,000

真理box

$

956,000

非經常性支出

$

500,000

翻轉教室（註三）

$

500,000

總預算

$ 4,303,000

170,000

註三 : 該筆預算支出為軟件發展及製作試播節目用。去年預算為 $444,000，今年微調至 $500,000。

善用資源
CAPITAL

貸款還款情況

1.

動員合作伙伴，將他們的福音節目 / 影片與「和諧頻道」共享

2.

鼓勵年青人參與事奉，資助他們參與影片製作

辦公室還款情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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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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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度（已償還） $ （500,000）
$ 8,822,500

捐款項目或節目
5.

優化內部的機構管理，建立委身團隊

$ 9,322,500

要償還款項
2018-19年度

$ 2,710,000

2019-20年度

$ 6,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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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