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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元宇宙與教會生活 

 

除了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及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簡稱：NFT）在這幾年成為新興

的投資，另一樣可作投資的多元功能產品應該是元宙宇(Metaverse)。在網上資料顯示，元宇宙的概念

即虛擬現實，通過人工智能、虛擬實境、5G、大數據等一系列技術支援，建構一個虛擬世界，人們可

在虛擬世界內進行社交、玩樂、買賣等任何在現實生活會做的事，沒有任何限制。 

 

資料中提及元宇宙已在多項的領域中採用； 

商業領域-虛擬辦公平台，使用者可以在 3D 辦公環境中進行虛擬協作； 

教育領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歷史點進行實地考察；不同地域的學生在虛擬的課堂作學習、討論、報

告陳述等。 

房地產領域-於擬真的虛擬房屋參觀，房購者可以在本土地區透過元宇宙參觀位於世界任何地方的房

屋。 

遊戲領域-玩家於虛擬世界中，建立文明、社群，創造不存在於自然限制的活動模式，在這元宇宙的

新社群中，每位玩家可創造個人的任何形狀、特徵，甚至出現永恆存在的虛擬身份。當連結上現實的

社會，作出經濟活動，創造財富。 

 

元宇宙這觀念在電視、小說，及遊戲世界早已存在，因為科技的進步，配合了之前提及的人工智能、

虛擬實境、5G、大數據等一系列技術支援，得以普及實現在市民的生活中，有見及此，令人聯想到

「元宇宙教會」。香港有少部份的神學院及堂會，也開始探討這情況，與及實踐的可能性，並討論涉

及的神學問題。 

 

過去的幾個星期二晚上，參加了「宣道會錦繡堂加恩樓加恩學堂」主辦的「元宇宙巡禮」網上課堂。

課堂介紹到相關的背景、已流行的網上媒體，更提出的當中的八大元素；1.身份(Identity)、2.社交

(Friends)、3.身臨其境(Immersive)、4.低延遲(Low Friction)、5.文明(Civility)、6.經濟(Economy)、7.隨地

(Anywhere)、8.多樣性(Variety)。「元宇宙教會」在香港應該未有出現，這概念對今日的信徒來說，可

能暫時未必得到認同，並取代已有千年歷史的實體教會生活，認為這只是創作電影、小說及網絡遊戲

世界的娛樂產品。但對於千禧世代的年青人來說，他們的接受程度會如何？再加上因為新冠疫情對香

港及世界各地上的教會有著急劇的改變，以為不會持久的網上聚會，已持續了兩年多。網上的崇拜，

在缺乏神學研討下，已千變萬化，從前崇拜神學上強調的合一、集體、共同參與，現在只要「心神領

會」，信徒從下而上的敬拜就可以跨越時空，甚至被賦予永恆的可能。 

 

外在環境仍在轉變，配合新世代不再重視一致性的神學取向，看似不可能的元宇宙教會，在下一個

10 年，將如何影響信徒的教會生活？ 

 

陳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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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崇拜程序 

 棕枝主日（紅）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8 篇 19-21 節 (舊約 885 頁) 眾立 

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3. 讚美：和散那 (普天頌讚 229 首) 眾立 

1 和散那，呼聲震天，請聽孩童歌唱， 

 響徹街道與殿庭，美妙讚歌盪漾； 

 赤子之心最真純，歡欣謳歌敬拜， 

 主曾祝福眾孩童，抱擁他們入懷。 

2 從橄欖山向前行，群眾熱烈跟從， 

 勝利棕枝狂揮舞，快樂高歌聲洪； 

 眾生之主掌權衡，驢駒上顯卑微， 

 不嫌兒童年幼小，讓他們來歸依。 

3 “和散那高高在上！”歌聲至今依舊； 

 基督—我眾救續主，在天統治萬有； 

 容我一生獻頌揚：以心、以口、不息， 

 求主臨格賜真福，畢生喜樂無極。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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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請看上主─義僕君王 (普天頌讚 237 首) 眾坐 

  1 無助嬰孩天上來，臨到世間，榮光掩藏， 

   非受服事，卻服事，獻上己身，眾得新生。  ** 

  2 在園中掙扎流淚，選擇擔當眾生重罪； 

   愁心憂戚、苦斷腸，寧願捨己、順服主旨。  ** 

誦讀 3 請看祂手腳創痕，述主犧牲，代價何深！ 

   此手鋪張眾星辰，卻任鐵釘刺穿、破損。   ** 

  4 學效恩主甘服事，定意一生奉祂為王； 

   先顧念他人需要，作於小子，如服事神。   ** 
 
**   請看上主，義僕君王，召我眾跟從祂腳蹤， 

   身心一切樂意獻作活的祭，謙恭敬拜義僕君王。 

6.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32 章 36-39 節 (舊約 284 頁) 

36 耶和華見他的百姓毫無能力， 

 無論是為奴的、自由的，都沒有存留， 

  就必為他們伸冤，為自己的僕人發憐憫。 

37 他必說：『他們的神明，他們所投靠的磐石，在哪裏呢？ 

38 吃了他們祭牲脂肪的，喝了他們澆酒祭之酒的， 

 叫那些神明站出來幫助你們，作為你們的保障吧！ 

39 「『如今，看！我，惟有我是神；我以外並無別神。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擊傷人，也醫治人， 

 沒有人能從我手中救出來。 

 

腓立比書 2 章 5-11 節 (新約 302 頁)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8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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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奉獻：感恩歌 (生命聖詩 443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9 章 29-38 節 (新約 124 頁) 眾坐 

29 快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欖山的地方， 

 他打發兩個門徒， 

30 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 

 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 

 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 

31 若有人問為甚麼解開牠，你們就這樣說：『主要用牠。』」 

32 被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對他們所說的。 

33 他們解開驢駒的時候，主人問他們：「為甚麼解開驢駒？」
34 他們說：「主要用牠。」 

35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穌騎上。 

36 他前進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37 他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 

 一大群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 

 都歡呼起來，大聲讚美神， 

38 說： 

 「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9. 信息：主要用你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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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跟隨主腳蹤 (普天頌讚 725 首) 眾立 

  1 你願否跟從我來，若我召喚你名？願赴他鄉遠方去？ 

   被主改變生命？讓我愛藉你表彰，我名高舉得傳揚， 

   我生命塑型增長你內，你藏主內？ 

  2 你願否捨棄一切，若我召喚你名？人或善、惡俱關顧？ 

   被主改變生命？願否受敵視、排斥？ 

   生命取向招隔閡？讓我垂聽你禱祈，將你藏身主內？ 

誦讀 3 讓瞎子因你看見，若我召喚你名？讓罪奴得主釋放？ 

   被主改變生命？以你愛潔淨痲瘋？在暗中施行善工？ 

   認同我生命相通，將你藏身主內？ 

誦讀 4 願否愛躲藏的“你”，若我召喚你名？讓我平息心恐懼？ 

   被主改變生命？願否將信心實踐？將世界塑造改變？ 

   藉我聲、觸、眼察驗？將你藏身主內？ 

  5 主號令真實清晰，當祢召喚我名，求讓我轉回跟隨， 

   被主改變生命！願我行在主愛中，永遠跟隨主腳蹤， 

   言語行止皆服從，深深藏身主內。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主活在我心 (生命聖詩 408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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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喜樂:

仁愛: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主日（金）(4月17日) 棕枝主日（紅）(4月10日) 

麥志成牧師黃淑君牧師

劉麗梅姑娘 朱美儀姑娘

*** 合 堂 *** *** 合 堂 ***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利珍寶姊妹 -　-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黃愛娣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　-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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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宣道會宣恩堂差傳牧師黃淑君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以賽亞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

載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

生活中實踐。 

5) 4 月 15 日(五)下午 5:00 舉行受苦節網上默想會，弟兄姊妹只

要瀏覧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請參與者預備

少量可飲用的果醋。 

6) 4 月 15-16、18 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陳貽添執事外父(妻鄧愛賢父親)鄧寶榮弟兄於今晚 5-7 時在世

界殯儀館設置弔唁。明日上午 10 時舉行安息禮拜，隨即往歌

連臣角火化。請為家人代禱，求神安慰。 

8) 會友劉瑞琼姊妹之母親(石七妹姊妹)安葬禮定於 4 月 12 日上

午 10 時在葵涌火葬場進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