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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報告部份取材自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項目『面對網絡與社交媒體時代
的宣教與牧養挑戰』；該項目蒙世界傳會 / 那打素基金贊助部份經費，謹此鳴謝。



太初有網 (好似係)。
網與上帝同在 (都好似係)。
網就是上帝 (當係先啦)。

—— 約莫福音1: 1

(It seems that)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eb. 

The web was (somewhat) with God. 

The web was (regarded as) God.

— The Quasi Gospel 1: 1



故事的起頭 … 

Charles Kao 高錕

Standard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 UK, 1965

(picture from nobelprize.org)



故事的起頭 … 
Tim Berners-Lee

Inventor of the World Wide Web, CERN, 1989













我愛丁堡
～神學浪人古城尋道札記

突破出版社, 2010。

廣
告



Email
instant messaging (ICQ, etc.)

VOIP (Skype, etc.)
blog (web-log)

online virtual communities (FB, etc.)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WhatsApp, etc.) 



『宗教與網絡媒體』研究點滴 …

宗教上網 religion online 
vs 

網上宗教 online religion

* 網上/虛擬聖禮～有多少認受？

* 洗禮？聖餐？祝福？告解？



『宗教與網絡媒體』研究點滴 …

虛擬群體 virtual community
網上社群 online community

* 網上/虛擬教會、團契、牧養～是否可能？

* How ‘communal’ are virtual communities, theologically?



『宗教與網絡媒體』研究點滴 …

宗教 / 教會權威

Religious /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 原有宗教 (教育、政治 …) 趨向崩解



『宗教與網絡媒體』研究點滴 …

網絡原住民 weboriginals
與

網絡新移民 web immigrants

* 難以逾越的鴻溝，互相理解的隔閡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零。

視覺 (圖像) 文化 visuality
口語文化 orality

書面文化 textuality
新書面文化 new textuality ～

 圖像-書面文化 visual-textuality

 網上書面文化 online textuality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仲係零 …

口語文化 orality ～瞬逝 transient
書面文化 textuality ～可保留，可記錄，可流傳

新書面文化 new textuality ～可流傳，瞬逝，不留痕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壹。

紙上書寫 / 印刷文本的物質性

the MATERIALITY of the written / printed text on paper

被造身體 / 世界的物質性 the materiality of the created body / world

道成肉身的物質性 the materiality of incarnation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貳。

網上文本的瞬逝 the transience of the online text

物質生命的瞬逝 the transience of material life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叁。

網絡原住民擁抱 / 不介意網上文本的瞬逝不留痕，

輕視長久 / 永恆？

網絡移民眷戀紙上文本的物質性與可存留

不接受生命的瞬逝？



神學碎碎念 (執返多少咁啦) …

叁之後。

咁，終末新天新地的物質性呢？

What about the materiality of the eschatological new
creation?

噢，sor，講遠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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