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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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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attack

否定
denial

妥協
compromise

參與
engage

墨跡測驗 rorschach test

教會對文化的態度

批判與耕耘



《創造文化：世界潮流中的福音新呼召》

人無法從文化中退出，文
化是無可躲避的。而這是
一件好事

我們不是受託改變世界，
那是上帝的事；可是我們
卻受託要創造文化，如果
我們認為周遭文化糟透了
，那「改變文化的唯一方
法就是創造更多的文化」
，而「創造力是造成改變
唯一可行的源頭」。



1. 辨識虛假
資訊科技非價值中立

本質非善或惡
樂觀 : 科技為解放者

(liberator)
悲觀 : 科技為壓制者

(oppressor)
辨識 : 科技為工具

(instrument)



按人形像創造的神明按人形像創造數碼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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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超載，難分真假

Facebook 留言稱一位朋友懷孕的妻子
因佔中令交通擠塞，遲了到達醫院
分娩，令女嬰嚴重腦缺氧、

大量腦細胞死亡



成也網絡，敗也網絡／文：蔡子強
2016/3/31 

1. 散播了大量的偏見和謠言；
2. 人們創造了自己的同質層，往往只和觀點相同的
人溝通，在社群媒體的協助下，取消關注或屏蔽
意見不同的其他人；

3. 網上討論很快激發大家動怒；
4. 由於社群媒體快速、簡短的特性，人們很快就跳
到了結論，在此情况下，很難表出複雜、深入的
觀點；

5. 社群媒體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非參與，利於張貼
而不是溝通，利於淺薄的觀點而非深度的討論。



網路讓人有掌控的感
覺，你能隨自己意願
加入或刪除好友，與
掌控自已和重要人士
之間的關係。

但在網路上如此容易
地結交與絕交，人們
反而難以學習真正的
社交技巧，就是當你
走上街、上班，在一
大群人裡面進行有意
義的互動時所需要的
技巧。

包曼：社群媒體是個陷阱

2016-01-25 本文編譯自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http://elpais.com/elpais/2016/01/19/inenglish/1453208692_424660.html


自身的建構

2. 展示真實



自身表達

意義與秩序

與人結連

掌控事物

社群媒體能滿足內在需要



人人是藝術家與園丁

新世代喜歡自身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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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毛》的建構主義啟示

因為網絡也是一個「empowerment」（
賦權）運動，網民最喜歡以他們的力量，
把在主流社會被邊緣化的人物賦予第二生
命，愈令主流藝人不得不依靠內地市場及
政治正確，卻愈賦予了邊緣藝人另類出路
，而一旦他們完全主流化，又必然有替代
品出現。

 2016年1月14日沈旭暉 平行時空

http://search.hkej.com/template/fulltextsearch/php/search.php?typeSearch=author&txtSearch=%E6%B2%88%E6%97%AD%E6%9A%89
http://search.hkej.com/template/fulltextsearch/php/search.php?typeSearch=column&txtSearch=%E5%B9%B3%E8%A1%8C%E6%99%82%E7%A9%BA


Ethical Use of Social Media : 
Entitlement of Opinions

2016.3.23 Sam Tsang

 Christian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social media have 
a social and religious responsibility. 

 They can’t simply write up whatever 
opinion they want because 
misinformed and ignorant opinions 
don’t lead people to truth.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 
discourse, the first thing Christians 
needs to do is to have integrity, and 
that means to discipline our 
keyboard activities.

https://engagethepews.wordpress.com/2016/03/23/ethical-use-of-social-media-entitlement-of-opinions/


虛實整合

1.辨識虛假
2.展示真實
3.整理知識



堂會與社交媒體

香港華語堂會
有17.7%(228
間)以堂會正式
名義開設「臉
書」帳戶／專
頁，英語堂會
有65.0%(39間)
。



對社會與教會帶來好處



這個世紀關鍵的技能不是你
知道有幾多，乃是你學習得
有多快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local pastor anymore. 
There’s only global pastors. Because of the 
internet there are so many more challenges.”

ReThink Leadership Conference Jon Acuff 2016

http://www.rethinkleadership.com/
https://twitter.com/JonAcuff


It’s not a question of if your church 
should be on social media, but 
how is your church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through social media 
- and when Church of England communications advice

St Radegund’s Church in 
Grayingham broadcasts 
its Sunday service live



4. 合情合理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architect of our 
intimacies” Sherry Turkle



個人私隱與資訊抗拒商品化



不把資訊科技或社群媒體偶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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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是宗教的形式，
而宗教卻是媒體的內容。

媒體載道



網絡與牧養 : 虛實整合

1.辨識虛假
2.展示真實
3.整理知識
4.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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