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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简短布道法 

引言和方法 1—上帝爱你 

 

引言:  

这一课将会介绍第二种布道法，就是简短布道法。这种布道法比详细布道法 短些。因为

只包含四个或少于四个福音点。这一课的传福音方法叫, “上帝爱你”。这个方法包括有一

页的图片与经节的视觉教材。视觉教材会被用作说明爱, 罪, 代替 和 信/受洗四个福音点。 

 

重要性:   

教导“上帝爱你” 传福音方法很重要，原因是 

1. 为学生提供另一种创意性的传福音方法 

2. 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视觉教材，更有效地传福音 

3. 使用简单易明的经文和图片，向没兴趣听深入福音的人解释福音 

 

目标: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能够使用特定的一套图片和经文向非基督徒传福音 

 

大纲: 

复习和简短布道法引言  

简短布道法，方法 1 —上帝爱你：  

1. 爱—上帝爱你，祂也是公义的   

2. 罪—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靠自己不能除掉罪 

3. 代替—藉着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得以被除掉 

4. 信/受洗—我们能将所有罪带到上帝面前，祂会忘记我们的罪 

结束活动 

 

课堂: 

 

作业讨论:  

1. 关于填空的作业，有没有任何问题?谁愿意读出正确的答案？ 

2. 有谁愿意告诉我们，你有哪些特定步骤求问上帝帮助你在基督里成长?  [教学笔记：不

要强迫任何人去分享，除非有学生愿意]   

3. 有谁愿意与我分享圣灵有什么步骤带领你，坚固你在基督里成长？我很乐意与你们讨

论。请在下课后找我，我们可安排一个时间。 

选择性作业讨论: 

有谁愿意背诵罗 5:6, 罗 16:25 上, 或者在上一课第 1 到 16 经节中你选的任何一节? 

 

复习和简短布道法引言 

 

1. 看第 1 课, ►实用布道学大纲 (第__页)。这个布道学教了哪三种布道法? 

1) [详细布道法] 

2) [简短布道法] 

3) [生活方式的布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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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详细布道法下面的资料 

1) 当介绍到详细布道法时会使用到多少个福音点?  [五个] 

2) 这五个福音点是什么?  [爱、罪、代替、相信/受洗、成长] 

3) 在这个布道学中，你学了多少种详细布道法?  [五种] 

4) 不要看课文，说出这五种布道法的名称 

a. [方法 1—五词布道法] 

b. [方法 2—无字书] 

c. [方法 3—福音八爪鱼] 

d. [方法 4—上帝的美好计划] 

e. [方法 5—罗马书传福音方法] 

 

3. 现在看简短布道法下面的资料。这个布道法是否包括五个福音点?  [不是] 

1) 第一点, 爱是一定包括的。 

2) 第五点, 成长是从来不包括 的，这个布道法是用于初接触福音的人。其他四个福音

点或者被包括。 

3) 第二点, 罪 总不是单分享的一个点，我们渴望分享的是好消息，如果只谈及罪，那

么只是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 

4) 每一次都要说第一到第四点。 

 

4. 让我们一起轮流读，且按第 15 课第一页的要求完成填空。►复习和引言 (第__页)    

 

答案：      
 

 
简短布道法，方法 1 —上帝爱你 

现在让我们一起翻到►附录,第 15 课, 上帝爱你 (第__页)。 这一系列的图片为简短布道法

之方法 1 组成的视觉教材，称为“上帝爱你”的方法 

 

1. 爱—图 1--“上帝爱世人.” (约 3:16 上)  

                                          和 “上帝啊, 因祢是公义的.” (拉 9:15 上) 

 

看第一幅图，你看见两样什么东西?  [一个心和一把天秤]  就如人民币是一张钞票，但每

一面的绘图都不一样，因此我们描述一位真上帝，有两种属性。 

1. 第一幅绘图—上帝是慈爱的。 

1) 第一幅绘图是什么?  [一个心] 

2) 在书面上填第一节经文(约 3:16 上) 。 [“上帝爱世人”] 

3) 这些经节和绘图说到上帝有何属性?  [慈爱的] 

 

2. 第二幅绘图—上帝是公义的。 

1) 下一幅绘图是什么?  [一把天秤] 

2) 在书面上第二节经文 (拉 9:15 上) 。[“上帝啊，因祢是公义的”] 

3) 这经节和绘图说到上帝有何属性?  [公义] 

 

3. 更深入思想—上帝是公义的。 

1) 让我们思想生活的例子中公义是什么意思。  

详细，简短， 爱，成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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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一个卖菜的人，称菜的时候是公义和诚实的，他会如何称菜?  [他卖的时候

就会卖所称到的重量] 

b. 如果一个法官审判罪犯是公义的，即使罪犯是他的好朋友，他会如何做?  [无论

罪犯是何人，法官都会按罪犯所犯的来判决] 

2) 让我们一起思想上帝是公义是什么意思。 

a. ╬罗 6:23 上 如果上帝在刑罚我们的罪上是公义的，我们应付何代价?  [永死，

就是地狱] 

b. 公义的上帝能忽视我们罪而使罪免受刑罚吗?  [不能] 

c. 如果上帝不要刑罚我们，祂必须做什么来显示祂的公义?  [找某人代替我们受罚] 

 

4. 更深入地思想—上帝是慈爱的 

1) 因为上帝爱 我们，祂想我们死，想我们入地狱吗?  [不想] 

2)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受刑罚，祂就会找某人代替我们受罚。 

3) ╬赛 53:4-6  上帝让谁代替我们受刑罚?  [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4) 藉着这样的方式，上帝向我们完全显示祂的爱。祂拣选祂自己的儿子代替我们受

罚 

 

5. 总而言之，上帝既是爱，又是公义。哪些经节告诉我们上帝的两种属性?  [约 3:16 上 

说明上帝的爱，拉 9：15 上说明上帝的公义] 

1) 我们说上帝的属性就如人民币钞票有哪两面?  [公义和爱] 

a. 上帝的公义要求祂做什么?  [刑罚我们的罪] 

b. 因为上帝的爱，祂刑罚了谁而不是我们?  [祂自己的儿子] 

2) 上帝在十字架上如何完全地彰显祂的公义和爱?   

a. [上帝的公义完全彰显是因为祂确保罪得到刑罚。] 

b. [上帝的爱完全彰显是因为祂拣选祂的独生儿子，而不是我们成为受罚的那位] 

 

2. 罪—图 2--“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赛 59:2 上) 

 

看第二幅图片。图片有哪三部分?  [太阳,云, 一个人] 

1. 图片上方画的是什么?  [明亮的太阳] 

1) ╬约壹 1:5 下  ╬诗 84:11 上 

2) 明亮的太阳代表什么?  [上帝] 

 

2. 图片下方画的是什么?  [一个人] 

 

3. 在人与上帝之间有什么?  [厚云] 

1) 在视觉教材里，读经节 (赛 59:2 上)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2) 云代表了什么?  [罪]  

3) 罪就如一道障碍物，将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靠自己能除掉吗? [不能] 

4) 谁制造这个障碍物?  [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 

 

3. 代替—图 3--“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 (罗 5:8) 

 

1. 看第三幅图片。图片上方画的是什么?  [明亮的太阳]  明亮的太阳代表什么?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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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下方画的是什么?  [一个人]  与第二幅图对比，那个人有什么变化?  [人现在面向

上帝且高举双手。] 

3. 在图中，是什么使人与上帝隔绝?  [云]  ╬赛 44:22 上  云代表什么?  [罪]  这幅图中的

云与第二幅图中的云有什么不同?  [消失了] 

 

4. 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在这幅图中?  [十字架] 

 

5. 从视觉教材中，读出经节罗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

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如何向我们展示祂的爱?  [藉着差派基督，祂的独

生儿子为我们死] 

 

6. 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如在第二幅图中的人与上帝隔绝。 

1)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祂说了些什么话是显明祂与上帝隔绝? [“我的上帝，我的上

帝！为什么离弃我?”]  这些话记载在圣经哪里?  [太 27:46] 

2) 地狱是完全与上帝和上帝的爱隔绝。在地狱里只有憎恨和受苦。耶稣是何时经历

地狱之苦，就是完全与上帝的爱隔绝?  [当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7. 回到上帝的门打开了，现在是什么障碍阻挡着?  [罪的障碍]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

后，祂复活了，显明祂战胜了罪。 

 

4. 相信/受洗—图 4--“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太
11:28) 

 

1. 看第四幅图。   

1) 右边画的是什么?  [手] 

2) 谁的手?  [上帝的手] 

3) 左边画的是什么?  [一个人] 

4) 他是如何回应上帝?  [他走向上帝] 

 

2. 读在图 4 的经节 (太 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 

1) 谁向我们讲这些话?  [上帝]   

2) 我们或者身体上或灵里都是劳苦担重担。 

a. 身体上—当我们不认识上帝，觉得我们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但经常害怕不够

钱。我们背负自己的问题和忧虑的重担，而不交托给谁?  [上帝] 

b. 精神上—我们精神上受劳苦，是因为我们尝试藉着做许多好事而希望死后可去

到哪里?  [天堂]  但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可以上天堂吗?  [不能]  我们或许感

到在罪里担重担。我们能靠自己除掉罪吗?  [不能]  当我们尝试靠好行为而被

得救时就使精神上受劳苦。当我们背负许多罪的负担而不是承认自己的罪，将

罪交托耶稣基督时就担重担。 

3) 你在图 4 中吗?  [在]  在哪里?  [在左边，被领到上帝手里] 

 

3. 当你已经向非基督徒分享完以上资料，你就想他与你一起祷告。在学生本中有一个祷

告的样本。让我一起读出在第 15 课的祷告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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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受洗—图 4, 5 (第__页) 

 

结束活动 

 

当时间许可，分成每三人一组练习这个传福音方法。   

1. 其中一位扮演基督徒传福音。   

 

2. 另一位扮演非基督徒，写评语和问题 (不要问太多问题)。 

 

3. 第三位扮旁观者，静默不语，角色扮演完后，指出传福音那位在哪方面做得好，哪方

面需要改进。   

如时间许可，情景扮演三次，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扮演三个角色 

 

作业:   

 

让我们一起读出第 15 课 ►作业 1 至 3。 

 

第 15 课答案 

 

   1.  爱—图 1  

   

 

 

   2.  罪—图 2                                      

 

  

  

   3.  代替—图 3   

 

   

  

   4.  信/受洗—图 4   

上帝，罪 

 爱，公义，公义，爱，公义，爱 

 太阳，爱，上帝 


