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兒女在網絡聲浪中的省思



面對現代的互聯網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通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天天看網絡、難懂天下事』？ 



面對現代的互聯網

新聞、信息、事實？ 

廣告、宣傳、炫耀？ 

謠傳、偏見、操縱？ 



面對現代的互聯網

『網絡時代』 
 

是人們為了『私心、利益』、 
將自己的『看法、想法』、 
當做『事實、真理』、 

去『發表、傳遞』的一個時代⋯ 



面對現代的互聯網

『世界觀』？ 
 

『神國觀』？ 



面對現代的互聯網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Don’t become like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Instead,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Then you will always be able to determine  

what God really wants— 
what 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羅馬書：十二2, GW） 



信息、是要『篩選』的



Filter before Receive

在『接收信息』之前、 
記得要先有一個『篩選信息』的過程

篩選信息⋯ 接收信息⋯



信息、是要『篩選』的

雅典人、和住在那裡的客人、 
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 

（使徒行傳：十七21） 

『好奇、Curiosity』？ 

『誇口、Boasting』？ 

『論斷、Judgemental』？



信息、是要『篩選』的

現代過量的信息、Too Much Information 

『時間、Time』被偷去 

『作息、Life』受影響 

『心思、Mind』被轄制 

『情緒、Emotion』被消磨 

『靈裡、Spirit』變軟弱



信息、是要『篩選』的

首先要判別、信息是否值得接收⋯ 
Filter Irrelevant Information 

『切身需要的信息、 Needed』？ 

『個人有關的信息、 Personal』？ 

『有所關聯的信息、Relevant』？ 

『興趣娛樂的信息、Interested』？ 

『沒有相干的信息、Irrelevant』？



信息、是要『辨認』的



Verify before Accept

在『篩選接收』與『接受信息』之間 
記得還要有一個『確認辨別』的過程

篩選接收⋯ 確認辨別⋯ 接受信息⋯



信息、是要『辨認』的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For this light within you produces only w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rue. 

 
（以弗所書：五9, NLT） 



信息、是要『辨認』的

『True』？ 確認是否『真實』？ 
 

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步步謹慎。 
Don’t be stupid and believe all you hear; 
be smart and know where you are headed. 

 
（箴言：十四15, CEV） 



信息、是要『辨認』的

『True』？ 確認是否『真實』？ 

『Facts  vs.  Fake』 

『Whole  vs.  Fragment』 

『True  vs.  Not True』 

『Truth  vs.  Opinion』



信息、是要『辨認』的

『Right』？ 確認是否『正確』？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We can always “prove” that we are right,  
but is the Lord convinced? 

 
（箴言：十六2, TLB）



信息、是要『辨認』的

『Right』？ 確認是否『正確』？ 

『成見：既有偏見』 

『歧視：以偏概全』 

『偏袒：私心偏愛』 

『政爭：假公濟私』 

『濫權：公報私仇』



信息、是要『辨認』的

If you’re not a liberal at twenty,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re not a conservative at forty,  
you have no brain. 

若在二十歲，不是個關心社會的自由派， 
那是沒有『心』。 

若在四十歲，不是個務實理性的保守派， 
那是沒有『腦』。 

— by Winston Churchill



信息、是要『辨認』的

確認下列是否都『正確』？ 

『動機、Motive』、要確認 

『目的、Purpose』、要記得 

『方法、Approach』、要斟酌 

『時機、Timing』、要觀察 

『果效、Result』、避免反效果



信息、是要『辨認』的

『Good』？ 確認是否『良善』？ 
 
 

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She has done a beautiful thing for me.  

 
（馬可福音：十四6b, GW）



信息、是要『辨認』的

『Good』？ 確認去除『自我中心』？ 
 
 

『情緒化：Emotional』？ 

『控制慾、Controlsive』？ 



信息、是要『辨認』的

確認是需要⋯ 
『時間、Time』與『過程、Process』 

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 
但鄰舍來到、就察出實情。 

The person who tells  
one side of a story seems right,  

until someone else comes and asks questions. 
 

（箴言：十八17, NCV）



信息、是要『辨認』的

辨認的結果⋯ 

『是、True』! 

『非、False』! 

『未知、Unknown』！ 

『不相干、Irrelevant』! 



信息、是要『辨認』的



信息、是要『辨認』的

認同一信息之前、要先辨認： 

『True』？ 確認是否『真實』？ 

『Right』？ 確認是否『正確』？ 

『Good』？ 確認是否『良善』？ 

『Unknown』？ 是否承認『不知道』？ 

信息 ≠ 真實 ≠ 正確 ≠ 良善



信息、是要『回應』的



接受信息⋯

Respond after Accept

在『接受信息』之後 
記得要有『省思』和『回應』

篩選信息⋯ 確認辨別⋯ 省思回應⋯



信息、是要『回應』的

『Anything I can Learn』？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馬太福音：七3）



信息、是要『回應』的

『Anything I should Do』？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Do not let anyone lead you the wrong way! 
Christ is righteous. So to be like Christ  

a person must do what is right. 
 

（約翰壹書：三7, NCV）



信息、是要『回應』的

『Anything I can Pray』？ 
 

那時、耶和華看見沒有公平、 
甚不喜悅。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 
 

（以賽亞書：五十九15b-16a）



信息、是要『回應』的

在接受一信息之後、讓我們省思： 

『Anything I can Learn』？ 

『Anything I should Do』？ 

『Anything I can Pray』？ 



神兒女在網絡聲浪中的省思



神兒女在網絡聲浪中的省思

信息、是要『篩選、Filter』的⋯ 

信息、是要『辨認、Verify』的⋯ 

信息、是要『回應、Respond』的⋯ 



神兒女在網絡聲浪中的省思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The Lord has told you what is good,  
and this is what he requires of you:  
to do what is right, to love mercy,  

and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彌迦書：六8, NLT）



小組分享與討論



小組分享與討論

在今天的分享中，自己印象最深、 
或是覺得對自己最有幫助的是什麼？ 

面對現在的網絡信息， 
自己現在最大的掙扎與挑戰是什麼？ 

對於以前所接觸過的某篇新聞或信息， 
若應用今天所分享的原則， 

自己在『篩選、辨認、回應』上， 
與過去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