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數碼化

• 什麼是教會數碼化？ 為什麼教會要數碼化？
• 教會怎様數碼化 - 為信徒會眾及未信者增值？
• 增值 - 服務數碼化、新瓶新酒、更深更便利信仰連系

• 數碼崇拜
• 數碼佈道
• 數碼宣教
• 數碼講道
• 數碼團契
• 數碼聖禮

• Web 3.0 機遇 -大數據、AI、區塊錬、NFT、
• 去人為中心化、VR/AR、DAO

數碼門訓
數碼探訪
數碼主日學
數碼靈修
數碼培育
數碼輔導

數碼牧飬關懷
元宇宙教會活動



什麼是教會？什麼是教會數碼化？

1) 教會（ἐκκλησία，ekklēsia）是「被神呼召信徒出來聚集」。

2) 教會是基督地上的身體，不是場所、不是地方、不是大廈、不是程
序、不是事工、是「被召」和「聚集」，是一場社會「運動」。

3) 教會必要的條件：A) 聖經為權柄、B) 基督為元首中心、C) 聖靈為
印記、D) 門徒為履行大使命而聚集、E) 真理為柱石根基。

4) 神賜教會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目的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先括聖禮聖職)，為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4:11-12)

教會數碼化是利用數碼科技，發揮教會從神而來的「呼召、

聚集、社會運動、使命、真理教導」普及和傳承到天下萬國、萬族、
萬民，祝福世界。



企業六大數碼化策略、教會也可追隨

1) 活動電子化: 如 ATM,自動出貨、提升效速取代人力；

2) 服務精準化: 數據庫、大數據分析, AI , 更精準促進行為；

3) 流程科技化: 雲端計算、電子網絡、改變工作流程、用者介面經驗優化；如 office 
360, Adobe Cloud, Google Drive, 物聯網物流、庫存、網購；

4) 模式重整化: 客戶充權，改供應帶動為需求帶動，如
GoGoVan, Uber, Amazon)

5) 社交網絡化: 促進客戶引流、參與、投入、交流、留住、
交往、新鮮感、滿意度。

6) 需求實時化: 在網絡世界，與客戶更緊密、更信任、實時
傳遞信心、品牌、價值、達成使命。



因應時代需要，不少教會已起步
數碼化

1) 行政數碼化：自動轉帳收奉獻、祟拜程序上網、崇拜講道錄影儲
存重播；會友電郵手機通訊…

2) 祟拜電子化：電腦支援練習詩歌、電子音樂、祟拜屏幕流程控制、
錄音錄影上網、劇院式導播處理

3) 通訊電子化: 教會網頁、手機應用程式、社交
媒體、會友通訊電子化：

4) 教育電子化：部份主日學及課程教導數碼化:
5) 資源網絡化：建立內聯及外聯數碼網絡支持

教牧講道教道



教會仍行可推行的六大數碼化策略

1) 活動電子化: 實體虛擬混合佈道會、營會、小組啟發

2) 服務精準化: 會友服務數據庫、一對一聯絡及信仰歷程牧飬；一對一電子查經門訓組

3) 流程科技化: 雲端信仰討論區，初信流程管理，實體虛擬混合崇拜流程用者經驗優化

4) 模式重整化: 數碼靈修、聖地數碼導賞團、流散者英、加、澳分時區聚會祟拜聚會

5) 社交網絡化:  Block Chain, NFT, 去中心化網絡群、促
進未信者、青年人、移民流散者、離教會群引流、參
與、投入、交流、留住、交往、新鮮感、滿意度。

6) 需求實時化: 實時服務、突時信仰答問輔導、實時代
禱區、實時牧師面談時間、預約輔導



Online Church線上教會

• 線上團體
• 線上聚會
• IPad, IPhone, 手機應用
程式連結



元宇宙教會虛擬（實體）教會佈道
大會

林以諾2022年復活節舉行元宇宙虛擬科技佈
道大會

• 試驗青年人以虛擬科技投入佈道會
• 未來可以同步舉行實體及虛擬佈道大會
• 網上敬拜，網上呼召，網上決志
• 實體及網上栽培



會友數據庫與一對一門徒訓練

CBMC 重建門徒訓練流程
1. 建立會友數據庫
2. 一對一多種語文網頁門
徒訓練

3. 自修靈命培育查經及靈
修默想訓練

4. 個人靈修疑問筆記
5. 預約牧師傳道討論



網上祈禱室及小組聚會

• 小組相約進入祈
禱室敬拜及相交

• 實驗中網上啟發
課程，聚集微信
青年人一同探討
信仰



虛擬及實體青少年營會

• 在五天的夏令營會
中，困在家中的山
區青少年，透過網
上與實體參加營會
青少年一同進入元
宇宙參加營會，進
入耶路撒冷，一同
領受訊息信仰，分
享信仰



NFT 群組聚集千多人作入網 icon

• 香港 Dustyland 有
人設計千多個NFT 
公開發售及鑄造，
一同在 Sandbox 上
設置麈網，作心靈
關懷樂園

• 藉此聚集了千人在
網上交流或群

• 教會可設計及發行
NFT 匯集未信之人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決定宣教
營商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 是一種新興的法律結構形式，
沒有中央管理機構，其成員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為實
體的最佳利益行事。通過加密貨幣愛好者和區塊鏈技術
普及，DAO 用於以自下而上的管理方法做出決策。

•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是一種實體結構，代幣持有者參與
實體的管理和決策。

• DAO 沒有中央權威；相反，權力分佈在集體投票的代
幣持有者之間。

• 通過 DAO 進行的所有投票和活動都發佈在區塊鏈上，
使用戶的所有行為都可以公開查看。

• 第一個名為 The DAO 的 DAO 是一
個由開發人員創建的組織，用於自
動化決策和促進加密貨幣交易。

• DAO 必須確保優先考慮安全性，因
為漏洞利用可能會使DAO 耗盡數百
萬美元的資金儲蓄。



其他教會數碼化的可能性

1) 建構教會元宇宙分堂，在分堂上舉行宗教活動
2) 以虛擬化身進入小組查經，享受沉浸式的服侍
3) 以去中心化為模式，鼓勵青年人以創意自組福音小組
4) 以NFT為靈性獎勵，鼓勵會眾在靈命成長及社區服事中投入服務

5) 優化教會網絡基建，無線傳輸上線，數碼
內聯絡清通服務平台

6) 成立 DAO 宣教小組，投入虛擬貨幣，以智
能合約決定宣教項目

7) 接納虛擬貨幣奉獻
8) 無限可能…..



教會以
A) 聖經為權柄、B) 基督為元首中心、C) 聖靈為印記、
D) 門徒為履行大使命而聚集、E) 成為真理為柱石根基。

教會數碼化是利用數碼科技，發揮教會從神而來的「呼
召、聚集、社會運動、使命、真理教導」普及和傳承到

天下萬國、萬族、萬民，祝福世界。


	投影片編號 1
	教會數碼化
	什麼是教會？什麼是教會數碼化？
	企業六大數碼化策略、教會也可追隨
	因應時代需要，不少教會已起步數碼化
	教會仍行可推行的六大數碼化策略
	Online Church 線上教會
	元宇宙教會虛擬（實體）教會佈道大會
	會友數據庫與一對一門徒訓練
	網上祈禱室及小組聚會
	虛擬及實體青少年營會
	NFT 群組聚集千多人作入網 icon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DAO決定宣教營商
	其他教會數碼化的可能性
	教會以 �A) 聖經為權柄、B) 基督為元首中心、C) 聖靈為印記、D) 門徒為履行大使命而聚集、E) 成為真理為柱石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